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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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二拍）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物为担保人方城县峰阳山泉水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方
城县广阳苇圆村方城峰阳山泉水有限公司的房屋建筑物、
机械设备、低值易耗品及裕峰阳山牌山泉水品牌等。房屋
主要为材料库，彩钢瓦结构，建筑面积为324.45平方米；生
产车间，彩钢瓦结构，室内地板砖，简易吊顶，建筑面积为
491.25平方米；彩钢瓦房，建筑面积为143平方米；办公室一
层为平方，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84.6平方米；二层为活动
板房，建筑面积为 85.8 平方米；职工住房、化验室、砖混结
构，建筑面积为165平方米；吹瓶车间（含厨房、餐厅等），彩
钢瓦房，建筑面积为243.75平方米；院内水泥地坪，面积为
937.35平方米。上述房屋基础稳定，使用保护完好。机器设
备主要为过滤机、储存罐、储水池、净水贮存罐、臭氧发生
器、进水泵、桶装灌装水生产线、瓶装水灌装线、电子喷码
机、压力泵、大型空压机、化验设备、瓶装设备、变压器及线
路等。低值易耗品主要有洗衣机、电脑、修理工具、办公桌
椅、空调、冰箱、大水桶等。相关证书有营业执照，食品生产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SC10641132200114）,于 2013 年被评为
食品安全上榜饮用水企业。评估价格4556420元起拍价格
2916108元保证金500000元加价幅度1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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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拍卖包含至内穿
饰装修，不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
务。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4月23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
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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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征兵：本院受理原告杨海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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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
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4月28日10

时至2020年4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中牟县
城西区、商都大道北侧绿博春天7号楼4-602号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兴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鹏越、薛云龙、王博、黄洁：
本院在执行阎观宇申请执行河南兴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阎观宇向本院提交书面
追加王鹏越、薛云龙、董英阁、王博、黄洁为被执行人申请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105执异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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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宁、冯庆习、河南豫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你们与国文
宁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6）豫 0105 民初 9572 号判决书、
（2018）豫0105民初17457号判决书已经生效，申请人国文宁
于2018年和2019年申请我院强制执行，执行案号是（2018）
豫 0105 执 2151 号、（2019）豫 0105 执 6725 号，（2020)豫 0105
执恢260号，国文宁与2018年7月2日分别将其中的300万
债权转让给艾战军，200万转让给艾战富，现艾战军、艾战富
申请参加共同诉讼执行人，现将他们的《追加申请书》邮寄
给你们，特此告知，请你们前来我院领取该《追加申请书》，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琳:本院受理原告马玲诉披告魏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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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缺席鼓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全亚琴、李彦、田玉川:本院受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光
路支行诉李彦，全亚琴,田玉川，郑州鑫鼎钢材有限公司马志
军河南嘉晟宏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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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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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格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全虎、李璜:原告于照永诉你
们民问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105民初319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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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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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平县捷程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明洲诉你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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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二丽、西平县捷程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明洲诉
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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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泽金：本院审理的原告许贺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邮寄送达(2019)豫1503民初6809号民事判决书未
能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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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9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陈泽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许贺林借款172000元；原告许贺林其他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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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环湖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小根：本院受理原告李永良
诉你们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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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你们提供会计账册及公司
会议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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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
年6月29日8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环湖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小根：本院受理原告李永良
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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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你们支付借款70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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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年6月29日8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环湖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小根、张龙仁、郭朝阳：本院
受理原告李永良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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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你们支付110万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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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
年6月29日8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环湖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小根、张龙仁、王成：本院受
理原告李永良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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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你们支付110万元
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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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年
6月29日8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凤远：本院受理原告徐春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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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支付借款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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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成立：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升翔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诉袁
成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顺良：本院受理原告刘桂兰诉吕顺良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道来：本院受理宋守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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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4月15日10时至2020年4月16日10

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2次公开拍卖位于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陆
庙“天虹小区”11号楼303号、1101号、1001号、901号、1003
号、1103 号、1102 号、401 号、501 号、601 号、701 号、801 号、
803号、903号、304号、307号、301号、302号、1002号、902号、
802号、702号、602号、502号、402号、403号、603号、503号、
1007 号、404 号、504 号、604 号、704 号、804 号、904 号、1004
号、1104号、405号、707号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房屋无开发
手续，可能面临罚款、没收实物或违法收入、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拆除等行政处罚等潜在风险。第2次拍卖的起拍价为
处置参考价（网络司法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一人参与
竞拍，出价不低于起拍价的，拍卖成交）。起拍价、保证金、
加价幅度详见下表：房屋号、建筑面积(平方米)、第2次起拍
价(元)、保证金（元）、加价幅度（元）。11 号楼 1 单元 302、
92.27、269652、30000、3000；11号楼1单元1104、118.52、
343693、3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904、118.52、347390、
30000、3000；11号楼1单元804、118.52、347561、30000、3000；
11号楼1单元303、92.27、269562、30000、3000；11号楼2单元
707、92.27、312236、30000、3000；11 号楼 1 单元 502、92.27、
270249、3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903、92.27、270515、
30000、3000；11号楼1单元702、92.27、270515、30000、3000；
11号楼1单元803、92.27、270670、30000、3000；11号楼1单元
1002、92.27、270382、30000、3000；11号楼1单元801、130.81、
384014、4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1103、92.27、267614、
30000、3000；11号楼1单元601、130.81、383637、40000、3000；
11号楼1单元503、92.27、317064、30000、3000；11号楼1单元
403、92.27、269895、30000、3000；11 号楼 1 单元 504、118.52、
347021、30000、3000；11号楼1单元401、130.81、382946、
40000、3000；11号楼1单元301、130.81、382444、40000、3000；
11号楼1单元1004、118.52、347220、30000、3000；11号楼1单
元 501、130.81、383418、4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704、
118.52、347390、30000、3000；11号楼2单元307、92.27、
310686、3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604、118.52、347220、
30000、3000；11号楼1单元404、118.52、346594、30000、3000；
11号楼2单元1007、92.27、312014、30000、3000；11号楼1单
元 701、130.81、383826、40000、3000；11 号楼 1 单元 1001、
130.81、383637、40000、3000；11号楼1单元902、92.27、
270515、3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402、92.27、269895、
30000、3000；11号楼1单元603、92.27、270382、30000、3000、
11号楼1单元602、92.27、270382、30000、3000；11号楼1单元
1003、92.27、270382、30000、3000；11号楼1单元901、130.81、
383826、40000、3000；11号楼2单元405、118.52、399160、
40000、3000；11号楼1单元1102、92.27、 267614、 30000、
3000；11号楼1单元304、118.52、346138、30000、3000；11 号
楼1单元1101、130.81、379744、40000、3000；11 号 楼 1 单 元
802、92.27、270670、30000、3000；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

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与本标的物有关的人员[案件
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
先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本标的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
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
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物调查情况
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76-6671104
（叶法官）。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5月7日10时至2020年5月8日10时

（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罗山县新区世序东路东侧仁和
西路南侧的金色阳光星吉酒店6-12层、1-2层房屋（房产证
号分别为罗山房权证罗山县字第 014840 号、014841 号、
014842 号 、014843 号 、014844 号 、014845 号 、014846 号 、
014835号、014836号）的所有权（不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电
等动产及债权债务等）。起拍价、保证金、加价幅度详见下
表：房屋号、建筑面积(平方米)、起拍价(元)、保证金（元）、加
价幅度（元）。1层、1424.66、8189110.33、1000000、40000；2
层 、1418.07、8161629.33、1000000、40000；6 层 、1041.82、
6022187、800000、30000；7 层、1041.82、6025312.33、800000、
30000；8 层、1041.82、6028438、800000、30000；9 层、1041.82、
6031563.33、800000、30000；10 层、469.32、2704902、500000、
10000；11层、469.32、2703650.33、500000、10000；12 层 、
113.04、638616.66、100000、6000。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与本标的物有关的人员[案
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
优先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本标的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
竞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
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物调查情
况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76-6671104
（叶法官）。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20年4月7日公告于2020年5月7日上午10

时至2020年5月8日10时止拍卖开封市第六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本市郊区东郊乡前台村的土地及房屋更改为
2020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时止。
咨询电话：0371-23809309。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统、朱雪倩:本院受理原告宋永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04 民初 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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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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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垣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永周：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金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马永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 0728 民初 54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方里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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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爱红：本院受理原告张连伟诉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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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隆兴水电暖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邦傲、
马娟丽、马红丽、马玉欢、马玉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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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增江：本院受理原告范志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525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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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彩正：本院受理原告申素波与你、孟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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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庆广：本院受理原告刘九红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天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庆广、常纪真：本院受理原告邵会章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
一份。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天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伟：本院受理原告宋章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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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天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庆广：本院受理原告端木庆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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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
份。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天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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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喜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国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民事速裁审判庭
第二办公点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道斌：本院执行的杨建军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你名下位于濮阳市绿景花园61号楼1单元0806
号、房产证号为YGS-012827号房产评估报告。报告评估价
格为 179330 元；地上房产折合建筑面积单价为每平方米
7027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
告，逾期则视为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503民初246号

马泽亚、马庆洋:本院已受理原告李春发诉你方马泽亚、马庆
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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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审判庭（四）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503民初229号

马泽亚：本院已受理原告李春发诉你方马泽亚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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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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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庭（四）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飞扬传媒有限公司、段洋洋：本院受理原告王晶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 0403 民初 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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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李晓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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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5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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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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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磊:本院受理原告杨金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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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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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五云、李海翠、郭志鹏、郭全义: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国昌铁
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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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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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苏安：本院受理原告韩艳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03民初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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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鹏、尚行林：本院受理仝卫龙等人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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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滑县文明路联通大厦一楼道交
一体化处理中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振崇、周丽：本院受理柳志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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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彦永：本院受理原告卢国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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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希军：本院受理（2019）豫0603民初1657号原告鹤壁市恒
泰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希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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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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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毅飞：本院受理原告张永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由于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请求：1.依法
判令准予与被告离婚；2.婚生儿子刘尚伟由原告抚养，由被
告支付抚养费；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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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梁小娜、王志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封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0185民初5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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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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