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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欢欢：原告何俊诉被告方欢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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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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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区212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新平：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申请执行
付新平不当得利合同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9)郑民二终字第147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立案执行。因
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且下落不明，现
本院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拟对已查封
的房产进行评估付新平名下位于郑州市郑汴路南，栈前街
西长城康桥花园 17 号楼 1 单元 25 层南五房产(合同号：
07098617)房产、郑州市二七区铭功路259号楠桦小区2号楼
1 单元 6 号房产（产权证号：0101057691）房产进行评估拍
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在期满后第三
日选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拍卖，如不按时到场参加或延迟
到场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院将采取随机的方式确定评
估机构，并依法委托评估。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鲍才林、河南飞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称：河南宏信投资
有限公司、河南宏坤投资有限公司）、韩小亚、吕晓春、骊国
敏、徐永华、陈炬、戚兵雷、祝桂华、倪泽淼、石章伟：本院受
理郑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追加鲍才林、河南飞宇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原称：河南宏信投资有限公司、河南宏坤
投资有限公司）、韩小亚、吕晓春、骊国敏、徐永华、陈炬、戚
兵雷、祝桂华、倪泽淼、石章伟为被执行人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0）豫0104执异37号执行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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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庭递交执行异议之诉申请书及副本。

荥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辉、闵晓娅：本院受理原告卜凤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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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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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广武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深圳天佶集团有限公司、宋俊杰、深圳市日新盛龙物流有限
公司、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
省中原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口经济开发区华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天佶集团有限公司、宋俊
杰、深圳市日新盛龙物流有限公司、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6民终93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华诉你买卖不好做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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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
求你立即支付货款30000元及利息6137.54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0年8月10日9时在本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边勇萍：本院受理边煜文申请执行边勇萍抚养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7) 豫0203民初11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203执恢52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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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422执1850号

黄西宁：刘恒利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
豫1422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立案执
行。你未履行法律义务，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422执185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及（2019）豫 1422 执 1850 号之执行裁定书（查封、评
估、拍卖），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黄西宁名下豫
NOW959号小型汽车一辆。你应当于本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到本院办理评估机构选定、评估报告送达、拍卖机构选定
及拍卖等执行程序相关事宜，逾期不办理，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均有你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辛亚东、河南华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省
捷坤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李建彬和你们委托合同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手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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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建设、张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原告不服(2019)豫 0882 民初
437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由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传勇：本院受理刘磊诉你、王红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1071号起诉状、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个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8时30分在本院家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革新、范艳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郭国希、李丕霞、范颜武、汤晓立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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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达达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楼三楼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岩：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陈传贵与被申请人程鸽及原审
被告倪宏杨、刘岩民间借贷纠纷再审一案，因有关法律文书
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庭定于公告届满之日起第三
日（2020年7月15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处理。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岳彬、曹颖：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钟华与被申请人岳彬、曹
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一案，因有关法律文书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本庭定于公告届满之日起第三日（2020年
7月15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处理。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日辉：本院审理的原告秦连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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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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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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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松林、程智强：我院受理原告胡玉英、饶贤宇、饶贤杰诉你
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1503民初1329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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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庆生、胡广秀：本院已受理原告王中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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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英：本院受理原告陈业娥与被告郭建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向被告郭建英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
初5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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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一拍）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10时至2020

年6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户名：河南
省汝南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位于河
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常兴镇万宝超市东侧街，豪景花园门
面，101、102门面房。具体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电话：
0396-2168069 王法官。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永合、张合丽：本院受理王根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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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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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春令：本院受理原告刘娟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82民初9954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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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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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相飞：本院受理原告杨帅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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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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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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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庙下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许娜：本院受理原告马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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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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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钟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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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物：为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卧龙路172号
乐乐牛乳业院内玫瑰花园 6 号楼 1 单元 20 楼 2003 室(合同
号:09178521)房产，建筑面积:124.86平方米，房屋用途：成套
住宅，户型：三室两厅，精装修，位于20层(共20层)，有电梯，
有钥匙(在申请人处)，有共有人，有抵押(在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阳分行，抵押时间 2010.1.19-2030.1.18)，已腾空。
议价价格1200000 元，起拍价960000 元，保证金192000 元，
加价幅度9500元。该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共有人、租赁
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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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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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7-61661191谢
法官 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星伟：本院受理原告冯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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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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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更武：本院受理原告马金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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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喻银忠：本院受理夏志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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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及开庭
传票。原告夏志丽请求本院判决：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20万元及利息（从出借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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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双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堰：本院受理徐贤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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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
原告徐贤华请求本院判决：请求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婚
生女王一伊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本案的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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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双
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喻银忠：本院受理刘信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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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及开庭
传票。原告刘信忠请求本院判决：请求本院判决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5万元及利息（从出借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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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双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凤琼、孙魏、黄军杰：本院受理原告杜艳玲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502民初5422号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敖相、王震：本院受理井冬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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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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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启军、杨杰：本院受理李欣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502 民初 7696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奥利运输科技有限公司、袁子民、袁志军：本院受理原
告齐永枝、齐谋珍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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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洋河法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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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东鑫实业有限公司、张海东：我院受理的原告胡霞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1503民初1223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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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姣姣：本院受理原告通州区兴仁环宇建筑机械厂诉被告
胡姣姣（411528199207151327）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原告通州区兴仁环宇建筑机械厂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
豫1528民初530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6月15日10时至2020年6月16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
源汇区滨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昌建外滩4#楼4幢102号（不
动产权证号：20190013918 号）、104 号（不动产权证号：
20190008133 号）房产两套。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
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6月15日10时至2020年6月16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
源汇区滨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昌建外滩4#楼4幢101号（不
动产权证号：20180018887号）房产一套。有意竞买者请登
录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
法院。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青粉：本院受理原告李景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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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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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令雷：本院受理原告李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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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古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由胜：本院受理原告李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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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志奇：本院受理原告李红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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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彦雪：本院受理刘自卿（又名刘自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1743号的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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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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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百忠：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习城信用
社诉被告韩百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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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元及利息（期
内利息自2014 年7月28日-2015 年7月28日，按照月利率
10.3‰；以后利息另算）。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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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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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相宇、濮阳市瑞丰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贵芹诉
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 0923 民初 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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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尚鹏远：本院受理刘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36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主要为：被告尚鹏远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
刘龙借款本金75700元及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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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小丽、王京振：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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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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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运海、马秀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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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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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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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国俊、宋军丽:本院受理原告秦国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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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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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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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国俊、宋军丽:本院受理原告秦国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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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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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国俊、宋军丽:本院受理原告魏贵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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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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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念标:本院受理王翠霞诉刘发展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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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5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你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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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安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自贡市华燃天然气有
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云龙诉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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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
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瑞龙粮油储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诉被告许昌瑞龙粮油储销
有限公司、刘明勋、荣玉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10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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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河南融坤万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河南华丽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许昌美特桥架股份
有限公司、代建设、王爱梅等一案中，对被执行人王爱梅位
于郑州市两处房产已评估完毕。现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拍卖，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1.王爱梅位于郑州
市郑东新区榆林南路1号14号楼东1单元18层68号住宅房
（产权证号为1501156697）；2. 王爱梅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
晨晖路东、姚桥路北19号楼3单元10层1001号住宅房（合同
号D17003585010）。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王爱梅、拍卖机
构：淘宝网（网址：https://www.taobao.com/）。联系人：霍法
官。联系电话：0374—2929309。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
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前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优先购买权人未提交书面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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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拍卖物的起拍价、拍卖时间等有关事宜的，请登录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腾玉：本院受理原告徐文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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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薛保书、李俊丽：本院受理原告张东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003民初4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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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立：本院受理原告徐永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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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轩俊培：本院受理原告翟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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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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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分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小宁、侯群安：本院受理原告黄耀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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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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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海纳混凝土有限公司、朱俊圩：本院受理原告库帅飞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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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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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在
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桂玲：本院受理原告陈大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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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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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10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