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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速比客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范永坤：本院在执行王会
三、李新方、史新娜、魏志军申请执行河南速比客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王会
三、李新方、史新娜、魏志军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范永坤、
张勇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105执异309、310、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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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消安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奥
科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省消安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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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415房间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光文：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联合旅程旅行社有限公司旅
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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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9 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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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号

梁桂芝、张敏、吴健、贾琳：本院受理上诉人信阳市工业城
宝煜臻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郭孝锋与被上诉人郝军及一审
被告梁桂芝、张敏、吴健、贾琳、吴卫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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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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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淼、段义军、信阳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靖诉你
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开庭时间定于公告和答辩期满后
的第3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航：本院受理开封市新地产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诉你确
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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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合并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智慧旅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封市旅展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开封市旅游信息中心：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封分行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202 民初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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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康康、李贵钦：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兰考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文星、郭双印、李康康、李贵钦、张震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已作出(2019)豫 0225民
初 348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刘文星不服该判决，向开封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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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恒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兰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齐志远、齐永光、李恒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已作出(2019)豫0225民初3932号民事判决书，被
告齐永光不服该判决，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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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治：本院受理原告张冬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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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齐进宝(410205198501121018)：本院受理原告侯志勇诉
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9)豫0205民初24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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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志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濮阳市中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902
民初 9057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902执94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评估拍卖
裁定书【将你名下位于濮阳市 003 街道 006 街坊金龙湾
0008栋 1单元 2404（权证号为 20170016837）号房产予以评
估拍卖】。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
期满后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采取查封、冻结、罚款、拘留、评估、拍卖、追究拒执罪
等强制执行措施，直到案件执行完毕。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彩：本院受理原告王继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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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森鑫实业有限公司、刘国林：本院审理的原告肖美全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邮寄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
料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2020）豫 1503 民初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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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定书、信阳怡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我院审理的原告张
亚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依法做出判决，因无
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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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1503民初8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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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薇薇、陶树清、周恩荣：本院审理的原告朱婷诉你们三人
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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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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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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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磊：本院受理原告江茜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民初字第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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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抗：本院受理原告张光辉、朱车双、刘汉国、徐国朋、赵送
博、朱成林、杨丙昌、孙增西、张赛赛、闫来宾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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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民仓：本院受理原告刘正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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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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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裁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05月21日10时至2020年05月2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中华北路东侧、陶文路北侧维
也 纳 春 天 5 号 楼 1 单 元 8 层 801 号 房 屋【产 权 证 号 ：
1501017126】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
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05月21日10时至2020年05月2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人民路中段北侧万达公寓后
四排三号独栋别墅一处【产权证号：新郑房权证字第
0601017524 号、土地证号：新土国用（2004）第 283 号】进行
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 名 ：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堆、黄月萍：本院受理的郑州市瑞丰无纺布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王金堆、黄月萍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新郑市人民
法院（2016）豫 0184民初 156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并已立案执行。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0814 执恢 1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警示
书、执行裁定书（拍卖）、议价通知书、网拍通知书及选择评
估机构通知书。限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缴纳相应的执行费。如逾
期不履行，执行裁定书（拍卖）、议价通知书即生效，限你于
议价通知书生效次日到本院协商议价，如不到庭议价，我
院将进行询价。如询价不能，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即生
效，限你于议价通知书生效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到本院执
行局105室选择评估机构，如不到庭选择评估机构，我院将
通过询价评估系统摇号选定评估机构，确定拟拍卖标的物
的价值。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后，本院将在执行信息公
开网上进行公示，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限你于公示期满
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并依法通过网络平台拍卖、变卖法院查封黄月萍所有
的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西四环 136 号附 1 号院 4 号楼 2 单元
18 层 1801 的房屋（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号：1309048639）。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月：本院受理管玉珍与李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新郑市
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 0184民初 730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逾期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又无法有效联系到你，本院将对位于新郑市龙湖
镇学府路南侧居易国际城 L26 号楼 20 层 2002（合同号∶
16001326998 号）房屋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0184 执 170 号执行案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限期履行通知书、拍卖裁定书、议价通知书、网拍通知书及
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自执行通知书送
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本公告确定的义务，并缴纳相应执行
费。逾期未履行，本院将强制拍卖上述房屋，在公告期满后
五日内到本院领取拍卖裁定书，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满后第一个周三上午10时到新
郑市人民法院执行局117室选取评估（如未到庭，将通过询价
系统摇号方式挑选评估机构）、拍卖机构，公告期满后30日内
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及现场勘
验、领取评估报告书、提出异议、优先购买等相关权利。届
时，本院将依法通过网络平台拍卖、变卖上述房产。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婷婷：本院受理原告贾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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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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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郭松林：本院受理原告张要仃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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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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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郑铁军、河南天道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继春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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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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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河南乐迪旅行社有限公司、邓超、朱长翠：本院受理原告刘
桂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 0403 民初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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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本院受理原告张晓鹏与你及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422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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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力、陈银红：本院受理原告刘延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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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堂街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晋名：本院受理原告曹晓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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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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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堂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力、陈银红：本院受理原告朱广开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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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堂街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本院受理原告张参团与你及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2
民初 2478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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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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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本院受理原告徐峰与你及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2民
初 2474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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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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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晓丽：本院受理原告随海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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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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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钟楼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峰：本院受理冯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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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10031号民事
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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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杰：本院受理原告高许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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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骑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科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路昌：本院受理原告

任耀虎诉你们和平顶山市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建
平、刘发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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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凯晨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称：洛阳源望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国诉被告靳智伟、张磊、洛阳市
凯晨置业有限公司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
作出（2018）豫 0305 民初 5036 号民事判决，被告靳智伟不
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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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皓星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王双权：本院受理一审原
告张和灵、张伟功与河南泰茂商贸有限公司、王海峰、袁俊
艺及你们债务转移合同纠纷的案件，已审查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3 民申 3 号、5 号民事裁定
书，该两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勇亮：汤阴兴福村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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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自
送达后3日内履行，逾期仍不履行、不报告的，本院将依法将
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并强制执行。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福军：本院受理郭利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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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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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菜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彦国：本院受理原告刘晓、王朋、刘阳、刘金盈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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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留拴：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永魁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 0526执 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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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二、向本院缴纳
诉讼费 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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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立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明胜申请执行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 0526 执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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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526民初
309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二、向本院缴纳
诉讼费 3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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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晓军、冯军辉：本院受理牟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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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士海：本院受理杨永辉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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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利杰、睢瑞娇：本院受理王红罡诉你执行异议之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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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亚光、王景丽、裴标、刘改香、杨明甫、张海鹤：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 0526 民初 31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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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利兵：本院受理原告王风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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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利兵：本院受理原告蒋会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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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继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石美荣与被执行人唐继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
执行告知书、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4号窗口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
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马海付与被执行人李海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
执行告知书、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4号窗口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
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利刚：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邢红梅与被执行人孙利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
执行告知书、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4号窗口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
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帅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董军生与被执行人刘帅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
执行告知书、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4号窗口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桂科：本院受理原告丁振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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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赵桂科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丁振威返还借款60000元及
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 6%从 2012 年 9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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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代常见：本院受理原告范玉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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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准许原告范玉勤与被告代
常见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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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嘉忠：本院受理原告代航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
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请求判决你偿还
借款7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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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7 月 28日 9 时在平舆县人民法院杨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嘉忠：本院受理原告李太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
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请求判决你偿还
借款2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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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7 月 28日 9 时在平舆县人民法院杨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德举：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
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请求判决你偿还
借款本金 255000元及利息（以 2550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
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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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 30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 7 月 28日 9 时在平舆
县人民法院杨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解
放路支行诉被告王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本院作出的（2019）豫1702民初15088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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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