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胜利、郝文涛、刘乐义：本院受理郑州市融银贸易有限公
司申请追加袁胜利、华付良、袁福保、袁杰、郝文涛、刘乐义
为被执行人一案，案号为(2020) 豫0104执异38号，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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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明：本院受理原告苏继峰诉被告刘军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鲁山
县人民法院（2020）豫0423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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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民终2100号

漯河瑞山镁业有限公司、郏县崮山镁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上诉人杨学东与被上诉人张晓燕及原审被告郏县崮山
镁业有限公司、漯河瑞山镁业有限公司、朱幸生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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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耀：原告刘建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 0481 民初
4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驳回刘建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刘建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钢：本院受理原告王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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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423民初2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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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斌旗：原告朱长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4民初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秀奇、康国矿：原告平顶山市鑫兴商砼有限公司诉你、河
南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4民初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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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丽平、濮阳高新区新习乡永攀养殖场：本院受理原告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与你们
及肖自江、梁风娟、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社、余
二军、郭爱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11 民初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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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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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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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兵帅、吴亚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与你们及邢相伟、王净华、南乐
县睦飞仔猪繁育场、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社、
余二军、郭爱丽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11 民初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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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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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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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照园、祝小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与你们及吴小勇、何晓欢、原阳
县铭铭养殖专业合作社、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总
社、余二军、郭爱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11 民初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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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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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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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群仙：本院受理原告王林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初202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王林川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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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初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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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3民初2304号

李英豪：本院受理原告黄风英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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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
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云飞：本院受理原告王亚鹏与被告李云飞、肖东晓、王松
丽、第三人王光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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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三被告及第三人偿
还原告借款30万元及利息38.4万元，和自2020年6月13日
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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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萌：本院受理上诉人曹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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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开选：本院受理原告张红西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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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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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082民初1136号

胡歆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焕诉被告胡歆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82民
初1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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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彩红：本院受理原告程丽华、郑继周诉被告你、刘永涛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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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搏：本院受理原告李春生诉被告你、许昌市豫房地产
中介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 1003 民初 3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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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
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众成陶瓷有限公司：上诉人付中伟、张国绍与被上诉
人徐长辽、原审被告张钊钦、河南众成陶瓷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10民终5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维持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民再5号民
事判决第一、四项；二、变更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2019）豫1002民再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钊钦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徐长辽借款本金1780000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自 2014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为
10000元，自2016年2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
2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变更河南省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民再5号民事判决
第三项为：张国绍、付中伟、河南众成陶瓷有限公司对上述
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自本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美红、刘世军：本院受理李宝军申请执行吴美红、刘世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二人拒不履行已生效（2013）长民
初字第0069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李宝
军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082执恢65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
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611民初367号之二

武刘生：本院受理原告李龙强与被告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煤矿、鹤壁市鼎鑫劳务有限公司、武刘生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
豫0611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21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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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9月7日10时至2020年9月8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府后街中段房地产，详细
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
布 要 求 参 加 竞 买 。 联 系 人 ：谢 法 官 ，联 系 电 话 ：
19837091585。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执异161号

陶瑞芳、梁清平：本院在执行平顶山市石龙区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与平顶山市欧旺达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
申请执行人平顶山市石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于2020年6
月30日向本院提出异议申请，要求追加陶瑞芳、梁清平为
被执行人，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因你二人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或者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公告送达听证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本公告期满之日后第四
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311房间举行听证，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20年8月20日10时至2020年8月2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平舆县人民
法院)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
（一）:李素平持有的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64万股股权。起拍价:367000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
幅度:2000元。拍卖标的（二）:刘亚伟持有的河南新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64 万股股权。起拍价:367000
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
时间与方式:有意看样者请在正式拍卖日前五日与本院联
系统安排看样。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光全：本院受理郭云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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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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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波：本院受理甘钰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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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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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平：本院受理原告张振林诉被告固始县蓼城街道办事
处撤销编号160号《安置通知书》行政纠纷一案，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张振林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一、请求撤销编号160号《安置通知书》；二、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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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答辩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固始县
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传栋：本院受理原告裴仁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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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如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熊永伟、龚琴琴：本院受理张志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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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原告张志贵请求本院判决：1、请求
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66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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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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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超：本院受理魏炳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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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魏炳现请求本院判决：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黄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
等其他费用由被告黄超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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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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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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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526民初877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准许原告徐贤华与被告王堰离婚；
原、被告婚生女王一伊由被告王堰抚养；原告徐贤华每月
负担王一伊抚养费450元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至王一伊满18
周岁止；上述抚养费，限原告每年抚养费于当年12月30日
给付。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
送达后立即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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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龙迈电动车有限公司、马法隆：本院受理原告刘会
利诉濮阳市龙迈电动车有限公司、武朝阳、卓少江、马法隆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0）豫0928民初2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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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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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红涛：本院受理原告李振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李振龙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保全你名下的银行存
款（或信用社、微信、支付宝等），已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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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922民初2560
号及之一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2020）豫0922民初
2560号民事裁定书，可以自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执行。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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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马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自讲、胡尚云、滑县正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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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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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亚彬：本院葛东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26 民初 69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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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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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凤花：本院受理原告周腾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则依法视为放弃答辩
权利。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镇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荣利：本院受理原告孔俊江诉被告张荣利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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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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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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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峰：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屯信用
社诉吉世江、李传豪、胡志峰、吉广运、肖广运、肖广存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豫0928民初4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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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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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殿生：本院受理原告刘雅楠与被告靳自军、第三人刘殿
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0922民初885号民事判决书及刘雅楠上诉状，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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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会民：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公告送达（2020）
豫0523民初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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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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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纪飞、刘晶晶、龙建坤：本院已受理原告安阳市正通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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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萌、周国英：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如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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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萌、周国英：本院已受理原告郜爱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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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菅兵、郭彦凯：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远兴建设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506民初2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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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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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叶：本院受理的张彦召与李士叶的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进入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526
执287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失信风险告知书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按照(2019)豫0526民初7279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并按要求向本院报告财产收
入状况。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贺海军、张利霞：本院受理原告苏小良诉你们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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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福连：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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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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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卫小方、沁阳市三卫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张道清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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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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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小方：本院受理原告成长富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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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万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翠红：本院受理朱有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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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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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管庆：本院受理原告李九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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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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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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