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友和:李文献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0)金民二初字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李
友和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李文献向本院
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受理立案。因无法联系到你们，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5执恢70号执行通知书、财
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及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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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
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4408号

郑州思凯商贸有限公司、姚毅、明霞、袁薛兵、孙碧航、翟风元、
郑州海欣数码商用机器有限公司、周新华：关于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水路小微支行与郑州思凯商贸有限公司、姚毅、明
霞、袁薛兵、孙碧航、翟风元、郑州海欣数码商用机器有限公
司、周新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
1346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们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水路小微支行向本院提出执行申请，本院依法立案执行。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执4408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
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将对袁薛兵名
下位于金水区黄河路91号院2号楼2单元5层25号（产权证
号：1201087101)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限你于本公告期满之
日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拍卖等执
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不影响评
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有你
们承担。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健、张敏、贾琳、吴卫红、郭孝峰、信阳市工业城宝煜臻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信阳和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因梁桂芝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
院已作出(2019)豫1503民初696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管辖
权异议，现由于无法直接向你等送达该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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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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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该裁定书则
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传才：本院受理原告白云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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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支付借款5万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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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瑞：我院受理原告法军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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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继洋、祝新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初3259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世平：本院已受理原告张波、周家青诉被告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孙世平、第三人卢怀兵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经作出（2019）豫0211民初3714号民事判决，因张
波、周家青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及上诉状。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上诉答辩期为上诉状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林:本院受理党春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0203民初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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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户春莲：本院受理王少福诉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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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户春莲：本院受理王少福诉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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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培国诉被告张小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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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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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铭方、河南省阳光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先坤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225民初4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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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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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聂秀珍：本院受理原告马翠玲诉被告耿凡旗、聂秀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故现依法通过公告
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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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监督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203民初209号

灵宝市金苹果酒店有限公司、李贵朝、蔡海丽、卢炜征：本院受
理原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灵宝金苹果公司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4990000元及欠付利息和逾期利息，被告李贵朝、蔡海
丽、卢炜征、李红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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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军：原告三门峡市汽车工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和被告
潘狗随、朱改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1202民初3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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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志峰、孙青春：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登峰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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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0年6月18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亢天佐、灵宝市豫西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便芳
诉你们和申明灿、杨景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豫1282民初523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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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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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教选：本院受理原告李海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要求你偿还
借款103600元及利息）、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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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善堂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3民初148号

李文歌：本院受理原告王亚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2020）豫
0403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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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20年4月29日上午10时至2020年4月30日

上午10时依法对位于平顶山市遵化店镇新南环路南侧东奥水
城小区7号楼东单元三层南户C2号房、7号楼东单元四层南户
C2号房、7号楼东单元五层南户C2号房、7号楼东单元六层南
户C2号房、7号楼东单元七层南户C2号房、7号楼西单元三层
南户C2号房、7号楼西单元四层南户C2号房、7号楼西单元五
层南户C2号房、7号楼西单元七层南户C2号、7号楼西单元九
层南户C2号房的房产十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详情请登陆
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http://sf.taobao.com)。与本
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竞
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
要了解上述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
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
本院联系。联系人：荣攀、联系电话：0375-2863655。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苟黑、赵广义、赵超军：本院执行的王发根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403执299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们自本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三日内履行（2019）豫0403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伟、董丽敏：本院受理原告申雁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豫1326民初271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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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2020年6月12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无故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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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0年4月29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一拍)活
动，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
为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红旗路94号院3号楼3
单元40号的成套住宅及其所占用的土地，不动产权证号为
9901822654，建筑面积97.26平方米，混合结构，南北朝向，房
屋总层数7层，所在层数6层，房改房，三室二厅，简单装修评
估价格1291500元，起拍价格1033200元，保证金200000元，加
价幅度5000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内可移动
家具、家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务。该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
人(共有人、租赁人等)请至于开拍前一日与本院联系，逾期即
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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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28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
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
0377—68927777拍拍金服 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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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0年4月29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一拍)活
动，现公告如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办事处陈棚社区
居委会-孔明路西侧建业凯旋广场5幢3单元403室(不动产权
证号为：豫2018南阳市不动产权第0004546号)房产一套。房
屋面积:137.48㎡，房屋用途：住宅，无共有权人，成套住宅，钢
混结构，装修情况：精装，三梯两户，南北朝向，楼层：4层，总层
数20层(地上18层，地下2层)，三室二厅二卫一厨，采光通风较
好，房产整体维护状态较好，成新率较高。在中国建设银行南
阳分行有抵押(508045.67元)。评估价格195.45万元，起拍价
格156.36万元，保证金额300000元，加价幅度7000元。该标
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共有人、租赁人等)请至少于开拍前一日
与本院联系，逾期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
饰装修，不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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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8日止(节假日休
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
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0377—6892777拍
拍金服 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29谢法官 联系地址：南
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秀琴：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汤阴县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23民初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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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豪:本院受理原告张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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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3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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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秀海、秦岗云、冯国义、王金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支行诉你们金融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526民初10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滑县人民法院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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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道口至真副食商行、李翠霞、梁振状：本院受理原告滑县
老庙学恩酒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2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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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金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卢天旺诉被告王
尽杰、郑州金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
8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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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普重（又名郭国党）、刘巧民：本院受理原告焦守验诉你二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26民初10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2019）豫0526民初1062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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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汤阴县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燕鹏飞诉牛长防及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6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艾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爱国物流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
陈艾钢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豫0506民初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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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芳：本院受理原告裴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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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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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州市城郊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凯、张宪明：本院受理原告刘银锁诉张凯、张宪明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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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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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定于2020年5月4日10时至5日10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址 http://sifa.jd.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杜芳甫 马新静共有的位于安阳市弦歌大道
462号和园住宅小区7号楼2单元8层02号房产一套（不动产权
证号：安阳市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00144982 号 建筑面积
121.93m2）起拍价927900元 保证金54525元 增价幅度1000
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税费及基于拍卖
标的上的原欠缴税费等项按照法律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
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负责缴的部分，买受人为
完成过户自行垫付的款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
至相关单位查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未咨询的竞买人或勘
察现场视为对本标的物的认可 责任自负。中国境内外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
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20
年4月3日至5月3日（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
询电话 0372-20974434 监督电话0372-2097406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定于2020年4月22日10时至23日10时在京东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ifa.jd.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
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琚芳民名下位于安阳市彰德路
超越城市广场10号楼5单元6层南户房产【预售证号：安阳市
房权证文峰区字第00104954号 建筑面积149.91平方米 地号
6-1-43-10511（一）】一套。起拍价787600元 保证金5万元
增价幅度1000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
税 费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项，按照法律 法规等
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
人负责缴的部分，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的款可另行主
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单位查询。标的物以实
物现状为准，未咨询的竞买人或勘察现场视为对本标的物的
认可，责任自负。中国境内外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20年4月7日至21日，
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434 监督电话
0372-2097406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定于2020年4月16日10时至17日10时在京东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jd.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张宝军 朱素琴共有的位于安阳市
大寺前街44号4幢1至2层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安阳市房权
证文峰区字第 00025398 号 建筑面积 60m2 地号 3-132173
（一）】一套 发证日期 2010年3月22日 此房为房屋继承。起
拍价221000元 保证金3万元 增价幅度500元。因办理拍卖标
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税 费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
税 费等款项 按照法律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
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缴的部分 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
垫付的款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单位
查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未咨询的竞买人或勘察现场视
为对本标的物的认可 责任自负。中国境内外自然人 法人 其
他组织 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有意者可到京东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20年4月1日至
15日，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433 监督
电话 0372-2097406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刚：本院受理原告侯嵩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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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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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州市城郊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向平、栗广现、杨会生、李祝英：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德丰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2020年6月30日9时在本院城镇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合平、付树梅：本院受理赵雪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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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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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文岳：本院受理原告谢祥峰、董军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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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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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瑞震：本院受理原告卜军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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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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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庆祖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瑞震、张红利：本院受理原告卜军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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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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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亦汉(曾用名黄玉汉)：本院受理原告许新焕诉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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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有关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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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徐镇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盛翔氢气有限公司、贾振民：本院受理原告刘忠胜与你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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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俊铭：本院受理原告曹洪亮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11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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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龙举: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宪拥（曾用名宋二军）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926民初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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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孔旭、张同粉:本院受理的原告濮阳市盛祥汽贸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926民初3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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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龙举: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现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6民初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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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安、王凤莲、李宾：本院受理原告崔丽萍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
程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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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1日0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月香：本院受理原告成小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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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883民初2955号

牛国强：本院受理原告霍才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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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3民初2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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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内日向本院递交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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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东亮：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志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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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23民初498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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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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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仁义：本院受理原告杨理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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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民初
470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仁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杨理明返还借款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
利率6%从2019年10月8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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