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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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0

日10时起至2020年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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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豫英路6号2号楼1―2层附8号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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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0

日10时起至2020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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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70号院15号楼1单元17
层1701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08 ，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晓锋、胡松山：本院受理河南同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陈
晓锋、胡松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105执1644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
定书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2018)
豫0105民初1936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本院将依法对胡松山名下凯迪拉克牌SGM7203EAA1,车
牌号为豫AB8T57，发动机号:150775456（车架号:LSGGH55L
7FS098310）车辆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
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
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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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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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号

尹华伟：耿显顺与尹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豫 0105 民初 18062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尹华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耿显顺于
2019年9月11日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本院依
据(2019)豫 0105 执 20241 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查封尹华伟名
下位于中牟县雁鸣湖镇花月路西、新月南路、桂花路东、协
星路北7号楼1单元9层903 (合同号:ZM15001965684)的房
产一套。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执 20241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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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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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王军芳与李风奇、马小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李风奇名下位于长葛市纬一路创
业住宅小区16号楼1单元6层东户（证号为：10022249号）房
产进行了评估，现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李风奇名下位于长葛市纬
一路创业住宅小区 16 号楼 1 单元 6 层东户（证号为：
10022249号）房产。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及拍卖价格：李
风奇名下位于长葛市纬一路创业住宅小区16号楼1单元6
层东户（证号为：10022249号）房产,房产评估价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853200元，经合议庭合议，将以房产评估价市场价值
为人民币853200元的基础上降价10%，以767880元为起拍
价，保证金为100000元，增加幅度每次为7000元。与本案拍
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
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买，届时
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和
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淑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
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302 民初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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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
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初6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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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22民初2762号

王培玉：本院受理原告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徐红
珍、赵建广、吴小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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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第3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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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俊峰、张春香：本院受理原告李道金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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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在本院
第1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书梅：本院受理原告蔡国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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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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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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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按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明伦：本院受理原告徐中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23民初3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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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显：本院受理原告蔡永强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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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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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0年3月25日10时止（延时除外）公开变卖被执行人杨玉
庆名下位于临颍县三家店镇罗庄村冷库一座以及配套设施
及电力设施。2020年1月25日10时至2020年1月26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公开拍卖谢某某名下所有的所有的豫
LB3302号小汽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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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辉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森赫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口市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原审第三人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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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董伟丽与丁国伟、杨海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将于2020年2月14日10时至2020年2月15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
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杨海霞与案外人张新峰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湖
西路 30 号院 39 号楼 2 单元 2 层 207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1401257314-1)，现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徐法官、咨询电
话：0371-23809875。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祝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邢小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0823民初39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沁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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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位泽、中国铁路南宁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翠诉
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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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立国、程德启：本院受理原告吴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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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瑛、张志军：本院受理原告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里桥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春华：本院受理原告熊传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强：本院受理原告胡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26民初4795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偿还欠原告购房款180000元及利息）。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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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03年12月21日依法受理周口市豫东卫生材

料厂破产一案，并作出（2003）淮民破字第 4-2 号民事裁定
书，宣告周口市豫东卫生材料厂破产。管理人于2019年12
月25日完成破产清算工作。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
（2003）淮破字第4-13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破
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周口市豫东卫生材
料厂自宣告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之日起解散，由管理人向
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第二次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20年2月1
日10时至2020年2月2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沙田莱茵
风景15号楼406号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
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
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400-1571060、0395-3561843。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全民：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国河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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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交通事故
案件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鲁怀胜：本院受理原告韩要歌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561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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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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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金武：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9）豫
0422民初1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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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显德、平顶山市康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中
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友诉你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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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辉：本院受理韩国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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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02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公告送达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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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大为、韩维真、平顶山市金亚泰珠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
金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402民初2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送
达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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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璐琪、杨红祥：本院受理原告牛丽娟诉韩璐琪、杨红祥、郭淑
杰、杨红强、鲁志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75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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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战勇：本院受理丁贝潭诉刘振永、赖富龙、王东生及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一审判决后，赖富龙、王东生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赖富龙、王东生的主要上诉请
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驳回丁贝潭的诉讼请求。2.
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刘振永、张战勇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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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5民初2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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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5民初2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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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楚振玉：本院受理原告李军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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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委要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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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卫天喜、杨大灵、杨耀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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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灵、杨耀远、贺东生、卫天喜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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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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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绍华：本院受理原告王玉堂诉被告贾绍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2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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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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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0305执恢268号

李涛平：本院受理阴淑琴申请执行你为欠款纠纷一案，现本院
（2016）豫0305民初515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下落不
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2020年2月13日至14日对
你名下位于洛阳市高新开发区华夏路（洛玻城小区）D14幢
2-502号房产，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公
告、拍卖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三日内来本院执行局115室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石体元：你与李世柱、冯爱云、济源市北海街道办事处庙街居
民委员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李世柱、冯爱云不服一审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
再26号民事判决，你被列为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限届满后第
1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武玲（张五玲）：你与刘志强、张树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张树琴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济源市
人民法院（2018）豫9001民初5912号民事判决进行改判，你被
列为原审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限届满后第1日8时30分在本院第
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4737号

鹤壁星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清英、邱俊田
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分公司、鹤壁
星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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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留成、石绪德：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远浩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诉被告石绪德、常留成、赵金平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
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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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海玉：本院受理原告符记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长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81民初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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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焦泽民：本院受理原告郭华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长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81 民初 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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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洹北吊装租赁有限公司、李学明：本院受理原告郑红
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长期在外，具体地址
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81民初8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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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玉东：本院受理原告郭正法等九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因你长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8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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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海玉：本院受理原告符记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长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81 民初 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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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殷艳涛：本院受理原告王德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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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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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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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运冲：本院受理原告牛言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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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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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现社：本院受理尚韶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8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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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金盛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安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滑县
富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及罗照杰、苗海山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
45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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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索太林：本院受理原告开发区宏发租赁站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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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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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浩：本院受理原告胡休成（又名胡修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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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503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支付欠款55000
元及利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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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德鸿：本院受理原告张志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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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3民初910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222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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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吉国：本院受理胡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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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请
求判令：1、原、被告离婚；2、婚生子林行、婚生女林雨嘉由原告
抚养，被告每月给付子女每人1000元抚养费；3、位于罗山县南
街宝祥隆小区的房产一套归婚生子女所有；4、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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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8时30分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国瑞：原告张柏林与被告魏国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魏国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柏
林5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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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元，由被告魏国瑞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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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涛：本院受理原告张继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7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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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思杰：本院受理原告徐亚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8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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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白有利：本院受理原告张院龙诉你与李佳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举证、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应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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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红旗：本院受理原告吴桂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举证、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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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苏金栋：本院受理原告张洪波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原告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你偿还加工费78000元及利息并承
担诉讼费。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3月31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尹洪军：本院受理原告胡国民诉被告尹洪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
民初35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尹洪军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胡国民借款本金2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及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尹洪军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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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人毛梦娜、毛梦茹申请宣告刘文静失踪一

案，经查：刘文静，女，1988年9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叶县
任店镇毛庄村3组，娘家住河南省通许县练城乡小青岗村8
组，身份证号码：410222198809084029。于2012年11月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文静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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