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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英华、陈丹花：本院在受理原告李丽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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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高斌：本院在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分公司诉你与被告陈蓬蓉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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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文秀：本院受理原告李鹏飞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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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本院受理原告王小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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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三
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肖新艳：本院受理原告达特工业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2020）豫16知民初205号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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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9时零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焰平：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铝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21
民初48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焰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付原告郑州铝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货款12448元及利
息500元，两项共计12948元。案件受理费124元，由被告陈焰
平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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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星：本院受理豫融(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河
南新农开置业有限公司及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213室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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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永：商丘市鑫发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402执恢
128号执行通知书、限期申报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
表、限制高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富钦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远诚碳
化硅材料厂诉你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882民初419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曲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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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腾晓璐：本院受理原告马攀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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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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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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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攀攀：本院受理原告刘洋洋诉你、李艳军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举证及应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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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梁秋粉：本院受理原告贺红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882民初3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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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攀攀：本院受理原告冯向前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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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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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应中：本院受理原告黄宛哲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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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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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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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林：本院受理原告郭宗枝诉被告李红林、杨永静为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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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及简转普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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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常喜：本院受理原告孙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址确
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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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0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信阳佳和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503民初71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旺岭：本院受理原告韩义诉你、董仁华等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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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汉艾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平桥区诚俊
服饰加工厂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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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安、万言荣：本院受理原告韩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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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民初
74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庆平、信阳金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李
威诉魏开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李威向本
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将你等列为被告参与诉讼，因
邮寄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传票等诉讼材料无法送达，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等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8688号案件的起诉状、
追加被告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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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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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维银：我院受理的原告殷传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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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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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永俊：本院受理原告毛文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526民初181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准许原告毛文洁和被告胡永俊离婚；婚生
子毛真圆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300元抚养费至婚生子
十八周岁止；被告享有探视权；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谈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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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宸：本院受理原告陈志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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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民初343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偿还原告陈志勇欠款2.8万元及利息（从2020年2月17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款清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谈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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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文坤：本院受理黄保春诉文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522民初5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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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6月22日10时至2020年6月23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变卖位于漯河市郾城区
金山路双汇国际花园C10#楼C10幢6层602号的房产一套
（不动产权证号为：20170002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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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金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明达特种热镀
锌有限公司、鲁山县云峰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周国平：
本院受理上诉人胡二魁、胡思娜与被上诉人平顶山市财信
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陈礼明及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4民终40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主文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芹：本院受理原告李艳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422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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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红根：本院受理原告陈素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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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钟楼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薛兰兰：本院受理原告朱乐乐诉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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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钟楼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洪：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0411民初18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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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鹏华：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0411民初18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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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涵朔：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0411民初23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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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琼：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平
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0411民初18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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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执1051号

鹤壁市淇滨区小土豆超市、左玉静：本院受理姚治理申请执
行鹤壁市淇滨区小土豆超市、左玉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11执1051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
规避执行告知书、失信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
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0611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
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已查封（扣押）的左玉
静名下所有的豫FE3965的车辆予以评估、拍卖。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611民初10号

鹤壁市汇海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秦树义：本院受理原告
张平英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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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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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市财鑫小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张银香、覃振霞、张元青、
张润香、张元泰、李慧、何树林、曾省、安阳市万祥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鹤壁市龙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鹤壁市万祥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鹤壁市同信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鹤壁市财鑫小汽车修理有限公
司、张银香、覃振霞、张元青、张润香、张元泰、李慧、何树林、
曾省、安阳市万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鹤壁市龙腾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鹤壁市万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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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巨龙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李克彬、王淑霞：本院受
理申请执行人鹤壁市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鹤
壁巨龙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李克彬、王淑霞追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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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正大紧固件有限公司、李克民、牛晓艳、陈俊、李坚正、
李克云、鹤壁宏博无缝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
行人鹤壁市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鹤壁正大紧
固件有限公司、李克民、牛晓艳、陈俊、李坚正、李克云、鹤壁
宏博无缝钢管制造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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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金松、朱华静：本院受理申
请执行人鹤壁市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创
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金松、朱华静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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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申请执行禹州市夏都药业有限公司、禹州市尚庭置业
有限公司等一案中，对被执行人禹州市尚庭置业有限公司
位于禹州市钧台办三里村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已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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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尚庭置业有限公司位于禹州市钧台办三里
村颖北大道北侧商业用地（土地证号：禹国用 2011 第
12-0178号）及地上附属物。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禹州市
尚庭置业有限公司。拍卖机构：淘宝网（网址：https://www.
taobao.com/）。 联 系 人 ：杨 法 官 。 联 系 电 话 ：0374—
2929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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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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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申请执行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欧斯特电
机制造有限公司等一案中，对被执行人河南杜氏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位于许昌市尚集镇隆昌街东段南侧一宗土地、八
处房产及地上附属物，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位于
许昌市尚集镇规划周寨路东侧规划隆昌街南侧土地及地上
附属物已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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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许昌市尚集镇隆昌街东段南侧土地（土地证号：许昌
县国用 2013 字第 0006212 号）、八处房产（许昌县字第
A0082498 号 、A0082499 号 、A0082500 号 、A0082501 号 、
A0082502号、A0082503号、A0082504号、A0082505号）及地
上附属物；2.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位于许昌市尚集
镇规划周寨路东侧规划隆昌街南侧土地（土地证号：许昌县
国用2014字第0006277号）及地上附属物。拍卖标的权属所
有人：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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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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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甫：本院受理原告樊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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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天有、孙卫红：本院受理原告徐秀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5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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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少龙：本院受理原告莫胜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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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海纳混凝土有限公司、刘保卫、卢国军：本院受理原告
刘琦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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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记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召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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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922民初
1097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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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凌晗：本院受理原告张林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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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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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马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现增：本院受理原告徐拥军与被告马现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2民初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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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阳：本院受理原告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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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留存、濮阳市捷斯顿贸易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伟亮诉你
们、翟贵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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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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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会民：本院受理原告刘德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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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民：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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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新强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2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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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