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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礼、贾桂英、贾志才：本院受理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鹏肖、梁明献：本院受理冯运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俊才、常连枝、罗少广、闫建勇：本院受理许昌建坤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煊启、程文清、石国停、郑红玲、曹素平、石红磊：本院受
理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为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坡:本院受理原告贾克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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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2019)豫 0423民初 5546号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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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1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10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凯、杨玉帅、杨鹏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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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告李军生、李保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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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鹏举、张鹏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原康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李海峰、王林静、赵伟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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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兴奎：本院受理原告林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与李铁
方、李现东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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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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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鹏：本院受理原告巩义市荣鑫碳素制品有限公司诉你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26民初8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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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鼎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诉你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26民初9703号民事裁定书、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豫 0256 民初 9703 号民事裁定

书、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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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长青、翟红民、杨彦红: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艺斓空间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朱献
喜就(2019)豫 0502民初 169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志钢、李作海、邱大虎、冯敬芳、李玉茹、李新萍: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夏蕾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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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杰、刘兵: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夏蕾支行诉你们与王永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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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神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王金明、杨华锋、长葛市双
益木业有限公司、张景堂、张艳花、长葛市华宇盛达机械有
限公司、长葛市祥浈林业有限公司、河南置诚钢结构有限
公司、胡志彬、黄占胜、杨东岭：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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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民初 35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河南中
神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60万
元及利息、罚息（利息自 2017 年 12 月 22 日起按照月利率
9.96‰计算至 2019年 12月 22日止，以上利息应扣除已支
付利息 76129元；罚息自 2019年 12月 23日起按照月利率

14.94‰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二、被告王金明、杨华
锋、长葛市双益木业有限公司、张景堂、张艳花、长葛市华
宇盛达机械有限公司、长葛市祥浈林业有限公司、河南置
诚钢结构有限公司、胡志彬、黄占胜、杨东岭对上述判决第
一项所确定的还款义务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承担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河南中神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追偿。本
案受理费 57013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中神
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王金明、杨华锋、长葛市双益木业有
限公司、张景堂、张艳花、长葛市华宇盛达机械有限公司、
长葛市祥浈林业有限公司、河南置诚钢结构有限公司、胡
志彬、黄占胜、杨东岭共同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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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夏都柔性铸管有限公司、禹州市金贝尔重型机床有
限公司、王静玲、侯振超：本院受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申请执行禹州市夏都柔性铸管有
限公司、禹州市金贝尔重型机床有限公司、禹州市盛德重
工机械有限公司、河南宏腾纸业有限公司、王静玲、侯振超
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0执 363号执
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
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剪红霞：本院受理原告辛荣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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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天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尚集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树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河南阳光木业有限公司、王伟、王书峰、王树军、
许昌裕源实业有限公司、李廷榜、黄中伟、长葛市人为峰科
技有限公司、刘新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 2019年 12
月22日作出(2019)豫1082民初386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许
昌裕源实业有限公司、李廷榜、黄中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截至2018年12月11日，
默名开封分公司法人李红灯
在西司门办事处院内陆续同
60名报案人签订债权结清书，
并取得所有债权人谅解和满
意。一年来，未发现新增受损
客户及可追缴资产。现发布
资产清退确认公告。

开封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默名案件工作组
2020年1月10日

关于对河南默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
资产清退的确认公告

偃师市华旗实业有限公司等 359户企
业，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长期），且未办理
注销手续，属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7
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6条、《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第30条、《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
法》第36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71条所
规定的违法行为，我局已于2019年10月10
日在河南法制报刊登了《听证公告》。法定
期限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也
未要求举行听证。根据上述规定，我局决定
吊销上述企业的营业执照。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上述企业应依法组织清算。清算后依
法向本局申请注销登记。

详细《处罚决定书》及企业名单请登录
偃师市人民政府网站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
公 开 页 面 （http://www.yanshi.gov.cn/
News_2.php?id=28075&name=% E5%
B8% 82% E5% 9C% BA% E7% 9B% 91%
E7% 9D%A3%E7%AE%A1%E7% 90%
86%E5%B1%80）查询。

偃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月10日

偃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吊销公告

平顶山市欧旺达科技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平顶山市石龙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与你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平仲裁字（2019）第10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裁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会（平顶山市新城区大香山路与

祥云路交叉口中房集团二楼，联系

电话：0375-2665985）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10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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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孩子是无辜的，即
便是父母双方存在矛盾，无论未
成年子女随哪一方生活，父母任
何一方对孩子法定抚养义务都不
会改变。”承办该案的执行法官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
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
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
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
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十二条也规定：“尚未独立生活的
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
又有给付能力的，仍应负担必要
的抚育费：（1）确无独立生活能力
和条件的；（2）尚在校就读的；（3）

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
生活的。”

承办该案的执行法官说，即
便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之
间也要多一分宽容与谅解、少一
分怨恨和计较，把离异给子女造
成的伤害降至最低。如果父或
母一方抱着“离婚了，就别再来
找我”的态度，坚决拒不支付子
女的抚养费，则其既有悖社会
伦理和法律规定，又会让孩子
经济利益受损，还会给子女在
心理上造成难以抚平的创
伤。对此类行为，人民法院将
持续加大执行力度，从促进
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角
度，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让孩子不再“受伤”。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东 通讯员 鲁维佳 崔浩

生活中，男女双方离婚后，闹得不可开交的问题除了财产就是孩子。1月4日，
郑州市惠济区法院就执结了一起离婚后父亲拒不支付3350元抚养费的案件，并且
现场说法，离婚后双方要妥善处理纠纷，让孩子不再“受伤”。

2007年，万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
后相恋，并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两人生
育一个女儿，但因婚前缺乏了解，加之性
格不合等因素，两人经常因家务琐事争
吵打闹。一次争吵过后，李某带着女儿
搬出了万某家。

两人分居两年后，李某向法院起诉
离婚。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自愿离婚，
女儿由母亲李某抚养，抚养费每月 800
元，由万某按月支付直至女儿年满 18周
岁，万某可在不影响孩子正常学习和生
活的情况下每月探望孩子两次，李某应
予配合。调解书生效后，万某迟迟未支
付抚养费，李某无奈之下向郑州市惠济
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干警向
万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法
律文书，并敦促他到法院履行义务，但万
某迟迟不露面。执行法官通过走访发现，
万某在某工厂打工，每月有固定收入。考
虑到抚养费的执行存在长期性特征，如
果简单对万某的财产进行划扣，则其后
续仍可能会因与李某的矛盾继续拒不履
行，且父母关爱对孩子健康成长十分关
键，执行法官遂决定，对万某进行积极劝
说，督促其自觉履行。于是，2020年1月
3日下午，执行干警再次到某工厂找到万
某，并将其拘传回法院，进行释法明理。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劝说，执
行法官终于做通了万某的思想工
作，万某当即表示愿意履行，并承
诺以后将按时给付。因申请执行
人李某正在外地，经协商，李某要

求万某先将执行款交到法院，后
李某到法院领取该款项。1 月 4
日上午，万某到法院送来了 3350
元执行款，为这起案件画上了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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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身边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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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离婚后拒付抚养费
没门！

身边的事儿

让孩子不再“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