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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秀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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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小审判庭（407室）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明、薛艳：原告谷纪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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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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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金程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花园支行诉张景生，郑州金程置业有限公司，刘娅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明限满后第3日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明、薛艳：原告谷纪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105民初33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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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思义、周口墨田石磨豆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雪峰
诉被告贾烨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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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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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2020年8月12日10时在本院刘振屯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佩佩：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受理的原告乔利娜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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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献礼：本院受理原告宋伟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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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军：本院受理原告薛妞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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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破31-11号

因债权人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要求对全部
破产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已提起诉讼，该诉讼尚未审理完
毕，造成目前无法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为保障全体债权人合
法权益，经征求大多数债权人同意后，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请求终结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待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主张优
先受偿权的诉讼审理完毕后，管理人将依据诉讼结果依法分配
破产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八条、
第一百二十条、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裁
定终结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并、吴小芝：关于我院受理的驻马店市佳通汽车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张振、吴小芝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
你方所有的豫QB9019号车辆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到
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估机构等事项，并参加在
选定机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的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
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立：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峰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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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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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起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2日11时在平舆县人
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得喜：本院受理原告党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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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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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起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2日10时在平舆县人
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永旭、吴红丽：本院受理原告曹丽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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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起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9月2日9时在平舆县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涛：本院受理原告张庆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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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9月11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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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林、王宏：本院受理原告周海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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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
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恩堃：本院审理的原告信阳市平桥区宝隆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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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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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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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富：原告郭承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邮寄
送达民事判决书未能寄到，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0)豫1503
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王义富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郭承玉餐费15000元；原告郭承玉的其
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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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林：我院受理的原告代小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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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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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管春波、雷二苹:本院受理潘元朝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0225民初34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之日起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仲京捷：本院受理原告李峡英诉被告仲京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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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洪全：本院受理王勇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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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金法：本院受理原告关琴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804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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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丽娜：本院受理原告耿庆丰诉你和侯天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882民初437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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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士敏、刘月枝：本院受理原告程彩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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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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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士敏、刘月枝：本院受理原告丁艳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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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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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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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士敏、刘月枝：本院受理原告孟利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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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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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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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广龙：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的主要上诉请求为：1.依法改判
（2020）豫0403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海广龙除支付欠
款本金539181.04元、费用87906.95元及利息（截至2019年8
月9日，利息共计143010.13元；自2019年8月10日起，本金以
539181.04元计算，按照日万分之五计息至该笔借款本金清偿
完毕之日止）外，还应支付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9日
的利息22994.37元，之后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并按月
计收复利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的一审、二审的
受理费由海广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银：本院受理原告马爱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82民初32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骑岭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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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鑫淼：本院受理原告和国有诉史鑫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初36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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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冠超：本院受理原告兰磊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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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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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江小飞、周艳彩：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欧力思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们及王英姿、薛艳梅、洛阳至圣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上诉人洛阳至圣科技有限公司就（2019）豫
0391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604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民事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世纪鑫泰矿业有限公司、林衍璋：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省世纪鑫泰矿业有
限公司、林衍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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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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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宁县兴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金瀚商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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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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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智勇：本院受理的王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03执恢145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
书、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三
日内履行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2013）许县长民初字第028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已查
封你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新兴办事处裴山庙社区高庄新村
5幢东起1单元1层西户的房产予以评估、拍卖或变卖。同时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
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
内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
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视为送达。

鄢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6月29日10时起至

2020年6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拍卖标
的：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前进路祥和小区D17幢1层南排东起
第2间车库。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起拍价：172970元。保证金：
20000元。联系人：张警官。联系电话：0374—7263051。详情
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鄢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6月29日10时起至

2020年6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拍卖标
的：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陈化店镇建业生态新城29幢3单元4
层403号住宅房地产一处。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起拍价：692010
元，保证金：100000元。联系人：秦法官。联系电话：0374—
7263053。详情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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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合
上(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网址：http：//sifa.jd.com/
2204)进行公开拍卖(第二次)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
于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办事处袁庄社区居委会三川御锦台
4 幢 3 单元 603 室(产权证号:20170006815，共有权证号：
20170006815-1)，总建筑面积:137.45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
106.22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31.23平方米，分摊土地使用权
面积:7.61平方米，钢混结构，南北朝向，总层数24层(地上23
层，地下1层)，所在楼层6层，户型:3室1厅1卫，精装修，规划
用途：住宅，有电梯，建成年份:2014年，有共有人，有抵押，无租
赁，未腾空，被执行人在内居住，权属性质：国有出让，钥匙情
况：在被执行人手中。评估价1448871元，起拍价927278元，
保证金180000元，加价幅度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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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
仅供参考，详情以京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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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柳建国：本院受理原告牛永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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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四清：本院受理原告胡启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1326民初1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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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8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无故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323民初755号

乔晓：本院受理原告吴荣超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逾期则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洋：本院受理原告李谦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323民初4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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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市鑫昌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玉成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302民
初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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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鹏、纪明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孙述仁与被执行人潘鹏、
纪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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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28民再12号

方玉学（公民身份号码413021196903111915）：本院受理再
审申请人郭志德与被申请人陈磊、方玉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郭志德请求：依法撤销（2018）豫1528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
书，依法予以改判申请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1528民申17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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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4号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鼎承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娜亚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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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8月11日9时，在董家河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开学：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鸡公山酒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502
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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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华九置业有限公司、袁炜：本院受理原告罗平均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502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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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卫峰：本院受理原告信阳企阳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
赵志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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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士宝、吕维霞、刘娜：本院受理原告敖家熙诉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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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清洲、杜高峰、郝祥明、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方学成诉你（2020）豫1502民初956号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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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9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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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仝英鸽：本院已受理原告王青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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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道银、吴丽波：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就业服务中心（信阳市
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7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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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超：本院受理原告张少敏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3民初1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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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庆习：本院受理原告刘瑞芳诉清丰县华商置业有限公司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辛民：本院受理的原告赵玉钦与你和张廷仓、张亚会保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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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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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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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振、王金芝、余传兰、王根善、张甲忠、徐金苹:商丘华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1402执150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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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自动履行法律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曾献忠：贾红卫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0)豫1402执151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本院(2019)豫1402民初
628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