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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欢乐：本院受理原告边彩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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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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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兴盛源工贸有限公司、楚志军：本院受理原告黄红敏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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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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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宏丰瑞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合力

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

豫0422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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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梦贞：本院受理原告李克举诉被告王梦贞离婚纠纷一案，因

被告王梦贞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原告请求：1.

判令原被告离婚；2.婚生子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

97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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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在本院311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现忠：本院受理原告戴杰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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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关彩丽：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平顶山市普汇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平顶山市海

之源电气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平顶山市东发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黄群、单红阳、海广龙、张振龙、海本瑞及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民终20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卫、张芬荣：本院受理原告杨国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初

242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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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改会、苏苗荣：本院受理原告关三增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670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钟楼（原汝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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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国：本院受理原告董松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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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路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鼎瑞模塑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5民初2566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心法庭领取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查留洋：本院受理原告胡晓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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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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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留洋：本院受理原告高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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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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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国现：本院受理原告张红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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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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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杰、何金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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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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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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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91民初608号

范铁强：本院受理原告李俊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91民初60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梅：本院受理原告马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43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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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丽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0328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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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雷春辉、陈晓玲：本院受理原告梁学信诉你们（2019）豫0322民

初104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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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曾高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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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民初123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109室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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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嘉：本院受理原告张宁波诉你及伍薇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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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向东：本院受理原告郭哲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2748号的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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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3楼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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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东宇：本院受理原告张义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2261号的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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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3楼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点：本院受理李永坡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9）豫0305民初338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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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瑞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中心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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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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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立案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玉阁：本院受理原告杜素芳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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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立案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国召：本院受理原告李宁娟诉你和被告杜春蕾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11 民初

10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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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松涛：本院受理原告李浩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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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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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海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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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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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小南：本院受理原告杨云林诉你、谷秋中、宋杏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18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综合审判庭（301室）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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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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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涌源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金旭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佳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李宏伟、李风琴、佟

俊杰、雒爱红、刘秋峰、夏雪玲、张恒涛：本院受理平顶山市财

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

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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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310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权：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正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310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全民、张艮中：本院受理原告李学章与被告周全民、张艮中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21

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一、被告张艮中、周全

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李学章定金、合同保证金

13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学章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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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4日10时至2019年11月25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

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顺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和成品泡沫，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

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韩法官，联系电话：

19837091809。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2月20日10

时至2019年12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福寿

街88号2号楼7层725号，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大伟：本院受理原告梁红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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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420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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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梅：本院受理原告陈红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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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367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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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涛：本院受理原告陈彦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480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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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伟鹏：本院受理原告刘爱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777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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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盛淑倩、盛淑娅：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强与你及被告盛曙光等所

有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发林、石东玲、田书战、苏金飞、刘普永：本院受理的原告濮

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习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

初11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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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玉堂、任爱竹、梁方正、梁成堂、秦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濮

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习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

初11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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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志勇、苏桂月、田书青、梁艳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濮阳市市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习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8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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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红刚：本院受理原告朱玉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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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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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天杰：本院受理原告武九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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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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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燕红：本院受理原告李秀英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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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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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燕红：本院受理原告王金玲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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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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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将依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民、苗春花：本院受理原告丁文田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3民初

2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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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红、刁爱荣：本院受理原告王祖印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3民初

3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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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仲霞：本院受理原告郜书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豫0526民初905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唐仲霞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偿还

原告郜书宽借款人民币1.56万元及利息（该利息自2019年8

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郜书宽的其他诉讼请求。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

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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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延涛：本院受理原告安阳高新区海奥物流部诉你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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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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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阴县易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苗刚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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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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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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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长村张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广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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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长村张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勇：本院受理原告长葛市悦辉五金油漆店与被告刘勇、刘亚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082民初2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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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师继国、秦素杰：本院受理原告周红昌与被告师继国、秦素杰、

李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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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龚文建：本院受理张勇诉李留杰、以你为第三人的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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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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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超、马静、驻马店市驿城区九邦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付俊德、屈桂琴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于2019

年9月29日作出（2019）豫1702民初49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后被告张莉苹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超、马静、驻马店市驿城区九邦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屈桂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于2019年9月

29日作出（2019）豫1702民初4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被告

张莉苹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超超：本院受理原告孙会敏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82民初684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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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超超：本院受理原告孙会敏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82民初684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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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