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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91执7029号

周连辉、刘德军、陈震、张静：关于周连辉、刘德军与陈震、张

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执 702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豫 0191 执

7029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及拍卖裁定，被执行人张静名下所

有的位于郑州市上街区新安东路166号院4幢6层东1单元

115号（权证号：郑上046579）的房产一套】，及择日到庭选择

评估机构通知书，责令你于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郑州

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金民祭初字第1736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若逾期未履行，则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5日内到庭选择评估机构，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达。

逾期既未履行又未到庭，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士晴、王帆：本院受理原告张引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191 民初

87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区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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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淑凤：本院受理王永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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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

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执6701号

张拥军：陈宝万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16)豫0105执6701号执行通知

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5)金民

一初字第531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

院将依法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鑫苑西路6号

院 7 号楼 2 单元 14 层 86 号(产权证号: 0701081445)予以评

估、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应

于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

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20396号

马二旺：本院受理马二旺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2039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行裁定书。贵令你白公告

期满后三日内履行本院(2019)豫 0105 民初 21890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位于

固始县城郊六里庙村蔡围村民组(权证号:68931)房产予以评

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

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

满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

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朝：本院受理新丽亚诉你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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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

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艳芳、孙助华：原告张珂诉被告袁艳芳、孙助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 豫0105民初

2210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

0105民初22105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南

楼408室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璜、李全虎、河南格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于照

永诉李璜、李全虎、河南格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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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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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宇岭：本院受理原告张水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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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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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9时40分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电子屏当日显示的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17412号

姚新发、朱肖静：关于马玉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9)豫0105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你们未按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

马玉于2019年8月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

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5执17412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查封

了你名下位于管城回族区城东路商城东里16号院3号楼2

单元 19 号的房产(不动产权:0501019376)，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执

1741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

拍卖上述房产以清偿债务。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

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

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卫国、张彦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0411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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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齐军、徐艳敏：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411民初35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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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琴、梁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411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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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乐：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411民初35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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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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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众胜页岩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明贤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302民初4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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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

10时至2020年1月11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开封市

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平台上(网址:http//

sf. taobao. com;户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

豫 B00843 号丰田牌汽车一辆，起拍价: 26 万元，保证金 1.5

万元，增加幅度0.2万元。详情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咨询电话: 0371-23809366、监

督电话: 0371- 23809355。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御锦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开封市御锦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杨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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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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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威:本院受理张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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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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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继慧:本院受理郭士杰、杜秀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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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莉玲、邵占英、朱锋：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封金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211民初17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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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静静: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金

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211民初1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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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建忠: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城

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应诉手续，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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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从。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战军:本院受理原告孙祥亮诉你、神州买卖车(福建)二手

车经营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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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2月18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大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04民初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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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份，上诉于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长明、白玉华：本院受理原告赵金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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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浩博：本院受理原告李春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823民初353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沁南中心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天刚：本院受理樊干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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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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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合群：本院受理你作为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周口市建业

置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张田功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6民终5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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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太勇：本院受理原告窦钦本诉你与被告刘烨、乔玉亮、吕

志伟、吕根希(喜)、临漳县安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濮阳市国

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中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和原告孟

留长、李利民、孟现电、朱志勇、张少岗、杨艳辉、邓同法、杨

另涛等八人分别诉你与吕志伟、吕根希(喜)、崔彩玲、牛民

(明)杰、乔玉亮、临漳县安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中介服务合

同纠纷八件案件已审结。现依法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

初2161号、2158号、2152号、1539号、4085号、1530号、2434

号、1528号、21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文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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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岳彬：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威浮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02民初1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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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丽莉：本院受理原告马洁与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850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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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万利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春芝诉你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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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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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利勇、郭志开、黄奎印、管秀梅：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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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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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留柱：本院受理原告李岩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702

民初130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本

院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既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飞：本院受理原告吴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02民初1012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已判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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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玉堂：本院受理李文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868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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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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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信泽：本院受理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526民初66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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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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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肖攀：本院受理原告滑县伟峰玻璃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2019）豫0526

民初85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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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26民初77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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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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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洋：本院受理原告刘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143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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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金刚：本院受理原告邱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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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娄爱英：本院受理原告沈爱均与被告娄爱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

初4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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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霍金伟：本院受理原告何天顺与被告霍金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02 民初

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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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伟伟：本院受理原告冯志刚诉被告安伟伟、第三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殷都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2民初75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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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庆、肖爱芹：本院受理原告汤阴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及王东升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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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易宏电器有限公司、安阳市易普商贸有限公司、张慧
芳、韩巧梅、安阳日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石宪法、石宝
斌、石彬、李志勇、吴金平：汤阴县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限公司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523执67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后3日内

履行，逾期仍不履行、不报告的，本院将依法将你们（公司法

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公司法人）高消费并强制

执行。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太林：本院已受理原告户秀芬诉被告张太林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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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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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房少飞：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王牌轮胎行诉房

少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506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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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国景：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王牌轮胎行诉苏

国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506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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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房少江：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王牌轮胎行诉房

少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506民初23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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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韶彬：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正大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李

韶彬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 豫0506民初29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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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梅：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正大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李

永梅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06民初2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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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桑小芹：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正大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桑

小芹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06 民初2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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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广庆：本院受理原告方来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424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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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相青、林州市金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刘相林、李启山、刘
天林、刘书启：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

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31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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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美玲、刘柏然、王伏周、宋军海、闫海亮、林州市泰鸿建材
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

郊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3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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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