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吕小立：本院受理原告杨晓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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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济源市人民法院汤帝路立案
诉讼服务中心 4楼速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战：本院受理原告赵连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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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济源市人民法院汤帝路立案诉讼
服务中心 4楼速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恒伟：本院受理原告王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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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
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强：本院受理原告王利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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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
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正伟：本院受理原告葛小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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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三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
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军峰：本院受理原告王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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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三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
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凯凯：本院受理原告王亚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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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三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
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9001执685号

贺红选：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9001 执 685 号执行通知书（支付申请执行人
67140.69元、逾期保险费 2271.44元、违约金及延迟履行金，
负担诉讼费用 2967元，公告费 480元，申请执行费 993元）、
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
之日起1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9001民初8260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并报告财产，逾期未履行未报告财产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9001执6683号

崔大明：本院受理原告郭海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未履行本院（2019）豫9001民初475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义务，申请人郭海明向我院申请执行，我院于2019年11月7
日受理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9001执 6683号
执行通知书（立即支付申请执行人郭海明欠款70000元及延
迟履行金，负担诉讼费用 775元，申请执行费 962元）、报告
财产令（自收到此令三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
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妞妞：本院受理原告石娇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9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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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郝海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9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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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双印、苗爱珍：本院受理上诉人李萍与被上诉人刘俊青、
李双印、苗爱珍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96民终1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
如下：“一、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8）豫 9001民初 7489号
民事判决；二、准许李萍撤回上诉；三、准许刘俊青撤回上
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611民初270号

付炳宣、孙全有、于常海：本院受理梁同心诉付炳宣、孙全
有、于常海、贾桂德、孙蕴洞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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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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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秀勤：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牧联合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河南麒丰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张彦辰、连照全、张兵、张文
波、张彦国与你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1329民初3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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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邓州市羽凌资纺织有限公司、马琴：本院受理原告董田豪诉
你们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 1329民初 5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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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红彩：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儒林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为商
品房销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 1329民初 4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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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柳玉献、齐秀琴：本院受理原告赵国娥与被告柳玉献、齐秀
琴、赵炳祥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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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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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乐静：本院受理原告刘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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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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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琎、王珅：本院受理原告刘田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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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日，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良刚：本院受理原告艾永新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双成：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西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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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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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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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阳市卧龙区汉画街建业绿色家园 9幢 2单元 301
室 (房权证号：宛市房权证字第 4045216 号，共有权证号:
4045216-1号)房产，建筑面积170.22平方米，简装修，户型:3
室 2厅 1卫，总层数 6层所在层数 3层，房屋为混合结构，房
屋设计用途为住宅，无电梯。有共有权人，有抵押。议价价
格1900000元，起拍价1520000元，保证金300000元，加价幅
度 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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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 5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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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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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少敏（曾用名张绍民）：本院受理原告罗宗连与你、胡代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豫0481民初335号。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罗宗连的诉讼请求
为：1.判决解除《施工合同》，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38836元
及利息 6748 元（以 38836 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6%，自2017年4月9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
3月1日）；合计4558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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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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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耀：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2020）豫 0481民初 448号。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刘建平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原被告
离婚；2.婚生女王怡霖14岁、婚生子王治强9岁归原告抚养，
被告自起诉之日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
3.依法分割位于舞钢市武功乡坡魏村73号的砖混结构二层
楼房一栋（共计四大间、四小间），东屋配房3间、机动车三轮
一辆，电动四轮一辆、挂式空调二台及全自动洗衣机一台
（以上财产价值约 2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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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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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昌伟：本院受理原告唐金刚与你、河南青城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本案宣判后，被告河
南青城建设有限公司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豫 0425 民初
239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上诉状副本，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岳昌伟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洪超：本院受理上诉人安阳市永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上诉
人王自付与被上诉人洪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民终 571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全保、陈丽敏：本院受理原告马和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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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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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邓红军：本院受理原告韩海常诉邓红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23民初 364号案件的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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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来生：本院已受理原告宋江诉被告贾来生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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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大绿、汤迎芳、罗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张志扬诉你方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裁定书、原审起诉
书副本、应诉手续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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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光、焦红勤：本院受理原告郑荣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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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正中：本院受理原告段玉莲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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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超锋：本院受理原告徐小玲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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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明忠:本院受理原告陈继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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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和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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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调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席二勇:本院受理原告孙保忠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225民初 616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堌阳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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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青伟:本院受理原告侯继光诉你与徐卫昌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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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2020)豫 0225民初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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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堌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武、杨松:本院受理张永乐诉你民问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送达(2019) 豫0203民初1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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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圾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彦波:本院受理原告张运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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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民初 25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堌阳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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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琼琼：本院执行的谷冰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至
今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1102执18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逾期依法强制
执行。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后:本院受理原告刘齐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1723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玉后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齐放偿还欠款1011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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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越：本院受理的原告信阳中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
信阳创新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越合同纠纷一案，因
原告信阳中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汝玲：本院审理的原告曾庆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邮寄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 1503民初 224号案件的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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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是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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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韦孔定：我院受理的原告黄明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依
法作出判决，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1503民初85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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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顺刚、彭玉军：本院受理原告罗练练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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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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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永：本院受理原告冯志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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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谨腈：本院受理原告付文婷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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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克刚：本院受理原告夏宗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通讯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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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至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5民终1351号

张醉、樊明建：本院受理上诉人信阳市园林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张醉、樊明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审判长邰本海 审判员徐
宏、胡晓峰 书记员罗逍）。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5民终990号

信阳市浉河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与被上诉人信阳市浉河
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魏德余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审判长邰本海 审判员徐宏、胡晓峰 书记员罗逍）。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 2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瑞民：本院受理原告韩志刚诉你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882民初
3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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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小芳：本院受理原告程香爱诉你和张斌斌、程元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应诉手续，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
庭传票等应诉手续。原告起诉要求你给付借款 30000元及
利息（利息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
0.8%计算）。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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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军：本院受理原告王红锋诉被告王海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30 万元及利息（自 2015 年 4 月 11 日起，按照年利率 24%计
算）。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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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 3日 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依法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瑞芳、于喜增：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
屯信用社诉李军杰、白瑞芳、于喜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纠纷
一案，案号（2020）豫0928民初196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既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期满
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玉锋：本院受理原告张永闯诉翟玉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0）豫 0928民初 194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既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卫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谷素平、谷世景：本院受理
的原告濮阳市张海村鸿利海鲜调料商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俞小城：本院受理原告王平广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9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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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朝允：本院受理原告卓晓辉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02民初 12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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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民：本院受理原告刘彦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902民初 2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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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芳涛：本院受理的原告崔令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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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琳（公民身份号码 411222198703137525）：本院受理原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陕州支行与被告马少青、王
琳、马娟茹、马云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203民初243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马少青、王琳在本判决生效后30
日内共同偿还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陕州支行
借款3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8日起，按月
利率 7.5‰上浮 50%计算至本院确定之日止）；二、被告马娟
茹、马云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陕州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452元，由被告
马少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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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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