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汉诏、张长旺：本院受理刘俊冰申请执行河南清雅贤居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豫

0104执异2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

听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地点在管城法院执行局。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听证。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世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纲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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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2室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苗海涛、王莉莉：原告侯大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 3369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发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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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速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现军：本院受理周永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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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维跃:本院于2020年1月3日受理的原告徐丹妹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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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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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维跃:本院于2020年1月3日受理的原告徐燕春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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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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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杰：原告梁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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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要求：1.判令你偿还

原告借款15950元；2.诉讼费由你负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鹿邑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人毛梦娜、毛梦茹要求宣告刘文静失踪一案，于2020年

1 月 9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现已届满。被申

请人刘文静仍下落不明，本案已经审理终结。并于2020年4
月12日依法作出（2020）豫0422民特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

刘文静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钢岭：本院受理原告赵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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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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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

30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焱辉：本院受理原告翟亚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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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403民初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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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金雨露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安能达机

电工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初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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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亚彬：本院受理原告李朋丽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03民初 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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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留：本院受理原告吕军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82民初 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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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娄程锋：本院受理原告王燕与被告娄程锋离婚纠纷一案,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22民初373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任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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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鲁山县珠江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

军诉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 豫0423民初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

除原告韩军与被告鲁山县珠江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13年 10月 1日签订的《房屋托管协议书》。二、被告鲁

山县珠江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韩军返还房屋装修款 66375 元，并支付利息(以
66375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自2019
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上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计算)。案件受理

费 1313元，由被告鲁山县珠江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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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浚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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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1民初 3008号民事判决书，请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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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彦、何忠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城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 0621 民初 28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综合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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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树敬、霍清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鹤壁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21民初302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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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席长田、张玉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鹤壁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21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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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大尉：本院受理原告李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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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原告请求：1、判
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万元整，并支付2分的月息，其中2万

元从 2015年 4月 30日至判决给付之日；1.5万元从 2015年 6
月 29 日至判决给付之日；5000 元从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判

决生效给付之日，三笔借款均款清息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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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浚县人民法院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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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海波：本院受理原告陈新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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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玉辉：本院受理原告信阳高新区立诚型材销售部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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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业强：本院审理的原告瞿正功诉郑大发、常俊亚及你、第

三人瞿正高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503民初 2043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瞿正功撤回起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丽：本院受理原告夏志松诉你同居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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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 民初

1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原、被告所生育子女夏联

杰、夏欣怡由原告夏志松抚养；二、被告王丽每月给付夏联

杰抚养费350元、夏欣怡抚养费350元；上述抚养费，限被告

每月 1 日给付，均付至二人各满 18 周岁止。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送达后立即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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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严丽华、信阳市中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信阳珠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三里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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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国光：本院受理原告李荣辉与你、王凤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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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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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立志：本院受理原告李亚如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22 民初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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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连甫：本院受理原告王凤月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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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豪：本院受理原告李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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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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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震：本院受理原告张再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第21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中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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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吕延君、丁彩霞:本院受理牛传峰诉吕延君、丁彩霞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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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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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申亚楠：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

判决被告偿还原告代偿款 55423.75元及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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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秀娟:本院已受理原告吴治国诉被告孙秀娟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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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志伟：本院受理原告谷福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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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钞全仓：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耿亚光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豫 0526执 7885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

日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一、按照(2019)豫 0526民初 161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二、向本院缴纳诉讼费

25元及执行费用；三、于收到本通知起五日内按照报告财产

令和申报表的要求向本院报告财产收入状况。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伟杰：本院受理原告刘保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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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秀然：本院受理原告刘保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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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战忠:本院受理的邵莎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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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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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

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马书芬与张小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本

院定于2020年5月16日10时至2020年5月17日10时，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

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小飞所有的

奥迪牌京N733F3机动车一辆（只对车辆价值进行拍卖不包

含京牌牌照、指标）。起拍价206500元，保证金40000元。标

的咨询时间：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1 日 10 时

（工作时间）。咨询电话：0372－3163893，监督电话：0372－

3163891。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卿、程卫东、程静静:本院受理原告杨焕华诉被告王玉

卿、程卫红、程卫东、程静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02民初 389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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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海富:本院受理原告安阳佳田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预

售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502民初517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金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亚飞诉你公司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院(2020)豫 0502 民初 3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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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辉、史伟伟：本院受理原告田红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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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308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建华、李苹：本院受理原告王定琪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城郊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蒙露：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恒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联系，无法正常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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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原告张永恒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与你所生女

儿张天爱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用；2.诉讼费由被告

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本公告期限届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届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镇平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303民初1498号
何永海：本院受理原告熊长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按照

你的地址查找不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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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亮、郑玉霞：本院受理原告陈宝玲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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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辉：本院受理原告彭胜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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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0年7月6日8时3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无故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贵山：本院受理原告张亚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326 民初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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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 9 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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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李风武：本院受理原告吴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1302 民初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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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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