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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平：本院受理原告李正银、陈玉荣、李婷婷、李佩佩、李
丹丹、李凤阳、李明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
去向不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2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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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继强：本院受理原告周远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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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03民初5967号

高超：本院已受理章强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审判庭（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红兵、林州市洹鑫汽车配件厂、王明德：本院受理原告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采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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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
27日9时30分在本院金融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庆龙、李海芳、郭向军、李艮昌、杨云昌：本院受理原告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2019年11月27日9时30分在河南省内黄监狱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窦彦芳、张志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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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孔艳霞：本院受理原告徐朝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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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金娜：本院受理原告尹丹诉被告杜金娜民间借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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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永涛：本院受理原告刘军诉被告关永涛民间借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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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矿志、马静、范小龙、樊晓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华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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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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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1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江涛、陈军跃、朱耐枝、陈玉兰、边一桓、吴艳丽：本院受理
原告平顶山市华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们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六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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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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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凯：本院受理原告任梓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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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耀敬、陈国华：本院受理石跃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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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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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松涛：本院受理原告叶县夏李乡坟沟村社区资金互助社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422 民初 19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任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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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毛艳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办事
处吕庄村民委员会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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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确认
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5月签订的承包合同自被告构成违
约时合同终止；2.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自2017年5月至2019年5
月的租赁费274357.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３日９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3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好亮：本院受理原告计爱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3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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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龙娃：本院受理原告李二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4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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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帅杰、史丹丹：本院受理原告王自正诉被告陈帅杰、被告
史丹丹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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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汝州市人民法院民三庭118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毫杰、田纳：本院受理原告王自正诉被告陈毫杰、被告田
纳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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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汝州市人民法院民三庭118室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中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小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5民初131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心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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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钊：本院受理原告徐喆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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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心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学广：本院受理原告邵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02民初4586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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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栾川青城山生态养殖园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山城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洛阳双赢红提种植有限公司、王银针、崔洪阳：本
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依法作出(2018)豫0311
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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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正辉、刘利娟、范武军：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本院依法作出(2018)豫0311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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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洪
涛：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依法作出(2018)
豫0311民初406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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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顺水轮胎有限公司、杨利、洛阳远赫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王国友、何冰：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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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3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鹏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马爱
琴、董宇武、范晓敏：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
依法作出(2018)豫0311民初94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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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国平：本院受理原告胡红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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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莲庄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牛玉峰、牛松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牛玉峰、牛占峰、牛松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666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柳丰、刘小飞、张利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生民、程兴菊、杨柳丰、刘小飞、
张利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328民初173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京明、杨松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雪丹丹、杨洋、杨京明、杨松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328 民初
175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风珍：本院受理原告陈来燕诉李风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77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伊龙药业有限公司、河南伊龙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洛阳华中铝业有限公司、伊

川龙泉金伊龙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河南伊龙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洛阳市科恒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洛阳龙基铜业科技有
限公司、张志超、陈喜轻、范振国、康红星、杨建、范柯、权灵
姬、徐晨晨、范豪：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依法作出(2018)豫
0311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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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富宁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洛宁龙兴玻璃镜业制品有
限公司、洛宁同心木业有限公司、张铁头、宦忠平、朱美菊、
鄢丰强、向彩云、陈丽丽、宦忠举：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
院依法作出(2018)豫0311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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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珂珂：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艺琳诉你抚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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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
李楼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明伟、张海民、李旦旦：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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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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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东方、张晶晶、梅海洋：原告河南孟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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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桃红、郭建芳：原告河南孟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8）豫0322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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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斌、乔艳利、刘金刚：原告河南孟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19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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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伊龙药业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
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洛阳华中铝业有限公司、范振
国、陈喜轻、范豪、范柯：本院受理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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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古城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欣涛：本院受理原告公伟伟诉被告贺欣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599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森舜置业有限公司、王松芳：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昊泰建
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定于2019年10月31

日10时至2019年11月1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为路虎汽车一辆，车牌
号码豫R725KG，现已查封，存放于白河法庭内。经网络询
价评估价514734元，起拍价350019元，保证金30000元，加
价幅度2000元。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06)。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30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
为准。标的物情况介绍摘录自网络评估报告。详情咨询电
话：61661029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69、联系地
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定于2019年10月29

日10时至2019年10月3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为河南耀威科技有限
公司位于南阳溧河工业园区内的机器设备，经宛君评报字
（2018）第56号评估报告得评估价1036900元，起拍价749160
元，保证金100000元，加价幅度5000元。详见本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自公
告之日起至2019年10月28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详
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为准。标的物情况介绍摘录自宛君
评报字（2018）第56号。详情咨询电话：61661029谢法官、法
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69、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
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定于2019年11月11

日10时至2019年11月12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属方玉所有，位于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喀什东路987号杰
邦·七号公馆B单元1002室。其所在建筑物为一栋地上19
层，地下2层住宅楼，钢筋混凝土结构，修建年代2014年，该
房产位于第10层，两梯六户。该商品房的登记用途为住宅，
实际用办公。建筑面积133.48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乌
房权证高新字第2016523176号。起拍价98.48万元，保证金
150000元，加价幅度5000元。本标的物优先购买权人须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本院联系，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详见本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
06)。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1月10日止(节假日休息)接
受咨询，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为准。标的物情况介绍
摘录佳美评鉴字（2019）第033号。详情咨询电话：61661029
赵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69、联系地址：南阳市
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羽：本院受理原告姚坤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初4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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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英：本院受理高赟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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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金盛汇实业有限公司、邹际、王长波、杨新俊、姚佳锋：
本院受理张焕侠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1302民
初5115号】，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南阳金盛汇实业有
限公司立即向原告还款200万元及利息208万元，并自2014
年11月25日起按月2‰计算利息至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
共计408万元。被告邹际、王长波、杨新俊、姚佳锋对以上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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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尹红燕：本院受理原告张始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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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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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厚坡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03民初5548号

刘伟东：本院受理原告孙新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授权委托书和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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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在卧龙区法院卧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召县鑫鑫矿业有限公司、郑玉霞、张金亮：本院受理原告
陈清伟与被告南召县鑫鑫矿业有限公司、郑玉霞、张金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303民初2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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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邱邓林：本院受理原告张俊玉与被告邱邓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303 民初
2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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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书团：本院受理原告王荣晓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本案已
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81民初551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张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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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彭成清 ：本院受理原告王俊伟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23民初3400号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郭俊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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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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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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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23民初3401号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郭俊朝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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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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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秋霞：本院受理原告闫海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9年10月12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郭秋生所有的漯河市召陵区金山路3幢1-2层27
号商业营业用房一套。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
院 ，法 院 主 页 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齐奎：永城市融信典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典当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402执恢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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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银亮：本院受理原告赵春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02民初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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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飞翔：本院受理原告李新合诉被告曹飞翔民间借贷纠纷，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8民初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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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