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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瑞甫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蒋晴阳:本院在执行刘玉
战与河南瑞甫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中，
因申请执行人刘玉战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蒋晴阳、
王慧
雨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 执异844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执
行局领取上述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
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22743号
张雷雷:杨军伟与张雷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9)
豫 0105 民初 2296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
权利人杨军伟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 豫 0105 执 22743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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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依法将对你限制高消费，
并对你名下所
有的位于怀远县榴城镇乳泉大道 288 号禹都山语城小区 12#
幢 2 单元 22 层 2202 号的房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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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民初30669号
张建海: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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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 民初 30669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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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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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浩杰：
本院受理上诉人牛水花、
蔡晓雅、
蔡叶青与被上诉人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人民政府、
陈浩杰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 10 民终 359 号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届
满之日后第 2 日 9 时（遇双休日或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许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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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003 民初
7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长村张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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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拍卖标
的：
河南省鄢陵县泰和商务楼 1 号楼东单元 7 层西户住宅房地
产。竞买人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起拍价：411180 元。保证金：50000
元。联系人：张警官。联系电话：0374—7263051。详情请关
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4/
04，
户名：
鄢陵县人民法院。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陆灿欣、
张莎莎、
许昌市建安区瑞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许
昌县瑞通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袁建峰申请执行陆
灿欣、
张莎莎、
许昌市建安区瑞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许昌
县瑞通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依法作出
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陆灿欣、
张莎莎、
许昌市建
安区瑞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许昌县瑞通机动车服务有限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10 执 25 号报告财产令、
执行通知
书、
执行催告通知书、
限制消费令、
传票、
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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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马振威：
本院受理上诉人鄢陵威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你与汪延芳、
苏
关阳、
郑颂雅、
鄢陵汇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袁建东、
展琳琳、
苏
俊坡、
冯云菊、
郑红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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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民终3654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建怀：本院受理原告彭欣与被告常建怀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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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江：
本院受理原告胡向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82 民初 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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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鹏伸、
南阳市通兴货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雷
洪伟、
宋成玲、
被上诉人黄干生、
王黎黎、
黄祺源、
韩花兰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4 民终 37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克敬：
本院受理原告黄帅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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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延伟：
本院受理原告窦彦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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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长玖：
本院受理原告王明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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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才：
本院受理原告屈春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任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秋莲：
本院受理原告李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初 19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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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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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届时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海之源电气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你公司与上诉人刘
东文、
被上诉人马国民、
海广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
04 民终 20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明光：
本院受理原告王冬冬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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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建设：
本院受理的原告蔡阳阳诉被告周建设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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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307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883民初169号
李红艳、秦斟量：本院受理原告赵长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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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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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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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
0403 民初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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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齐胜：
石磊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0）豫 1402 执 19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风险告知书、
财产申报表，
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本院（2019）豫
1402 民初 234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广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初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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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新
华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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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3 民初 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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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洪源:本院受理原告孟庆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
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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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07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
上午10时依法对张晓亚所有的位于北环路与新华路西南角华
灿˙光明城市一期 1 号楼东 2 单元 11 层 1109+1209 号房屋一
套（不动产权证书号：
15005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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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颖浩、
联系电话：
0375-2863658。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孟钢：
本院受理原告张相武诉被告董理想与你（第三人）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 0402 民初 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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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金源、
李照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春燕、
王文惠、
金源、
李照民、
闻军政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二人送达(2019)豫 0481 民初 2918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李春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
还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00元、
利息2717998.5元及自2019年9月1日起以未归还借款本金为
基数按逾期借款月利率 17.055‰支付利息至借款偿还完毕为
止；
王文惠、
金源、
李照民、
闻军政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
驳回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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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柯、
洛阳东鹏置业有限公司、
司江龙、
张丽娟、
司桂英、
李书
生：
原告河南孟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洛阳精
密机床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322 民初 232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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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亿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我院受理原告洛宁县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28 民初 155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
内容：
被告洛阳亿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洛宁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0万元及利息，
利息按照月息1%从2017年6月28日起计算至
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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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91民初942号
董俊伟：
本院受理李彩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391 民初 9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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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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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俊硕商贸有限公司、
陈秋兰、
许园园、
王宏伟、
何建忠：
本
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路支行诉被告刘胜
利、
李新河、
洛阳俊硕商贸有限公司、
孟津新力拓商贸有限公
司、
汝阳辰玉电器有限公司、
陈利军、
陈秋兰、
许园园、
王宏伟、
何建忠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 0305 民初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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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391民初69号
贾一波、
王雪平：
本院受理河南新恒顺地产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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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静：
我院受理原告吴保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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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浩（身份号码：
411526198608300074）：
本院受理原告赵波
（申请执行人）诉被告鲍卿（案外人）与你（第三人）执行异之诉
一案，
原告诉请：
1、
请求确认潢川县城关西关街南街后 131 号
房产的物权仍属陈浩所有；
2、请求人民法院恢复执行陈浩所
有的涉案房产。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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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并定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 9 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邓昊：
本院受理原告张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八建工程有限公司、
詹全勇、
中阔浩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商丘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魏向阳与河南开祥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及你们因合同、
无因管理、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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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及（2019）豫 1502 民初 7099 号、
7099-1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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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 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余双全、
刘静：
本院受理原告刘萍诉被告余双全、
刘静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1526
民初 4707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余双全偿还原告借款 270000 元
及利息，
被告刘静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你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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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伟、
徐文明：
本院受理原告汪顺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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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日期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钱明胜、
康秀枝：
我院受理原告张宏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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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兰兰：
我院受理原告李应财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
因邮寄无法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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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 1503 民初 158 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和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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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此案。望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则依法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石源:本院受理上诉人刘红霞诉被上诉人袁亚楠、
石源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0 年 5 月 26 号 8
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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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 16 民终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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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现营:本院受理原告陈青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04 民初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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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视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倪建波：
本院受理原告张迎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282 民初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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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温元锋、
孙果果：
本院受理原告郭万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纠
纷一案，
因你们外出且地址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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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俊海：
本院受理原告王晓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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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
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伟：
本院受理原告陈新儒与被告高伟、
原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河南宏盛建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82 民初 6725 号民
事判决书及陈新儒民事上诉状副本、
原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
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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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培民：
本院受理原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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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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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洺、张鑫：苏晓菊诉你们及单亚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 1081 民初 1770 号民
事判决书，
苏晓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作
出判决，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0 民终 3331 号民事判
决书，
该判决内容为：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该判决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露路、
邱学阁：
本院受理上诉人张俊言、
张雨与被上诉人孙
小伟、
邱学阁、
李露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豫 10 民终 83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庭飞：本院已裁定再审申请人王炳峰申请徐继华（原审原
告）与你（原审被告）离婚后析产纠纷一案进入再审，案号
（2020）豫 1303 民再 3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远景建材有限公司、
孟祥凤、
赵天朋：
本院受理原告镇平
县泰昌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与被告南阳超正钢化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
河南中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吴文超、
吴朝冬、
范
垒、王天有、冯露、陈攀追偿权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324 民初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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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02民初4372号
卢军朝：
本院受理原告刘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
不明，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02 民初 4372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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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方方:本院受理原告郑斌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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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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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裴海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汇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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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敬业、
刘彬、
韩新贵、
李文强、
杨笑、
宋椋、
张效路:本院受理执
行的被执行人苏龙海、
张乾罚金责令退赔一案，
需分别退赔马
敬业 2830 元、
刘彬 1960 元、
韩新贵 1991 元、
李文强 1046 元、
杨
笑 1617 元、
宋椋 1841 元、
张效路 1385 元，
因无法通知到你们，
致使上述款项无法进行退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二款
之规定，
现公告通知你们前来认领，
公告满三个月后无人认领
的，
本院将依法上缴国库，
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并经查证属实
的，
可申请国库予以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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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502 民
初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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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炳顺:本院受理原告李国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06 民初 2818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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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占峰:本院受理原告朱君、
刘洪超诉被告张占峰、
第三人马钢
诚兴金属资源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 0506 民初 2565 号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状)。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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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文燕: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祥支行诉你、
刘显辉、
谷令毫、
范会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06 民初 2947 号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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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海红:本院受理原告常爱国诉你、
安阳市鑫源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侯希武、
吴洪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 0506 民初 2916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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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