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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柴运丽诉马福新、李海龙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李海龙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才、郑州金才钢铁有限公司、付明、刘华伟、河南财骏商
贸有限公司、代红霞：本院受理郑州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刘金才、郑州金才钢铁有限公司、付明、刘华伟、河南财骏
商贸有限公司、代红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 年10月

11日10时起至2019年12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27辆大型普通电动客车进行变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0月3

日10时起至2019年10月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云路38号院3号楼1单元4层0406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娟、牛方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做出（2019）豫
0104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104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上诉状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良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做出（2019）豫0104民
初243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不服该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4民初243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上诉状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
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双科：本院受理河南锐驰工贸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
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91执5596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摩曼壁纸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美与你
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民事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限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法庭309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注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

10月20日10时起至2019年10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AONF03的一汽奥迪牌汽车一辆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
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
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亚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 民初 1962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红艳：秦杰申请执行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402执恢426号执行通知书、限期申
报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表、限制高消费令、失信被
执行人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
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执行。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至

2019年10月2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市睢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赵冬梅名下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5号院7号楼1层东7号和管城回族区
航海东路869号9号楼7层704号两处房产、田文利名下位于
睢县东苑社区8号楼1单元2楼东户住宅及8号楼南侧1号
商铺、田雨杭名下位于商丘市睢阳区睢阳大道西侧宇航路
北侧金居银郡11号楼1单元1001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至

2019年10月2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市睢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崔永凯、陆志敏
名下位于睢县城关镇文化路中段北侧、中心大街中段西侧
（产权证号：2015字第1501004462号）房地产一处。详细信
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
加竞买。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海生：本院受理原告潘长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预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余吉昌：本院受理原告刘涛诉你、沁阳市松洋包装有限公司
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举证及应诉
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吕小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及简转普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武：本院受理原告王治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址
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
日0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德训：本院受理原告刘翠花诉你和卢师月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1日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杨：本院受理原告苗明明诉你与李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
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志阳：本院受理原告李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学：本院受理原告崔进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
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合平：本院受理原告翟加平（又名翟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汤帝
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满江红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刘宁：本院受理原告李红
伟、亢新花诉你们与李联胜、乔保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中汽之星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和建波
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成建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小宋诉你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忠：本院受理原告段战军与被告赵小明、张建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
示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
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前、李迩艳：本院受理原告杜新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
路96号济源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本院受理原告乔严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001民初478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占平、张付玲：本院受理原告乔严利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9001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段继姣：本院受理原告尚晓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9001 民初 3157 号、
31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刘超：本院受理原告周红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001民初207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海林：本院受理原告任备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001民初207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根程（张根成）：本院受理原告栗庆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001民初
33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文、李月珍：本院受理原告张桂芳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9001民初23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左香连、李长红：本院受理周双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9001 民初
393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
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卢云平、贾陆军：本院受理原告李海波诉你们及王行中、李
建忠、李军政、朗平森、贾绪祥、李有良、黄有福、卢开通、卢
振民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9001 民初 79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辉：本院受理原告前海邦德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9001 民初 38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军：本院受理原告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9001民初35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勇强：本院受理原告贺粉玲诉你与深圳市后河出行科技
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伤残等级鉴
定申请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
四楼）对鉴定检材进行质证并摇号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
放弃对鉴定检材的质证权利、选择鉴定机构及参与鉴定过
程的权利；于2020年3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贵武：本院受理冯利霞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
请执行人冯利霞申请执行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
0802 民初 507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802执2002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如
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
情况，并依法按照（2019）豫0802民初507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志彬、张青霞：本院受理上诉人乔彦臣与被上诉人郭训
华、原审被告陈志彬、张青霞、刘朝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驻经济开发区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皋：本院受理原告赵仕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76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西顺、王贵生、陈汝卿、陈汝君、彭晓丹、濮阳晨光商贸、濮
阳市华龙区综合服装商场、濮阳市顺达置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旗路信用社诉你们与
陈烁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扎根：本院受理原告张美英诉被告陈扎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称,2016年被
告陈扎根先后赊欠原告化肥款135835元。三年来被告故意
躲避债务，多次联系无果。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偿还欠款
135835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
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点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全科、史盼玲、尚彦兵、刘恩利、尹同选、王玉梅：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县分行诉被告杨全科、史
盼玲、尚彦兵、刘恩利、尹同选、王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39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良锋：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
社诉被告黄良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洪旗：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
社诉被告刘洪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超：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习城信用社诉被告
张振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 0928 民初 38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迎科：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习城信用社诉被告
陈迎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 0928 民初 31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安亚勇、安聚广、田宗才：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五星信用社与被告田宗君、安亚勇、安聚广、田宗才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928民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田宗君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
星信用社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12月31日按照
月利率9.6‰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自2019年1月1日按
照逾期月利率14.4‰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
安亚勇、安聚广、田宗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被告安亚勇、安聚广、田宗才履行保证义务后享有追偿权。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
元，由被告田宗君承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岭：本院受理原告郭宗泽与被告张军岭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你偿还借款本金8万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明现：本院受理原告李世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求你偿还借款本金8万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点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帅：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永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文杰：本院受理原告宋迪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运雷：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送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1502 民初 13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家明：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送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1502 民初 132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磊：本院受理原告江茜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春喜：本院受理原告张光龙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去向不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
初3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现双：本院受理原告侯国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豪、李俊杰、张国卫：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舞钢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俊豪、李俊杰、何金鲆、张国
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变更声明。原告
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李俊豪偿还借款本金2700000元及利
息2324377.23元，并自2019年7月1日起以未归还借款本金
为基数按逾期借款利率(月利率17.055‰)支付利息至借款全
部偿还完毕为止；2.判令李俊杰、何金鲆、张国卫对上述借款
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2月9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