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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超：关于汪晓琳诉王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20）豫 0105 民初 1364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被执行人王超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申请执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
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105 执 10467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
定书。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强、仲照运：本院受理刘依涵、刘思源、付殿花、刘前进、
刘跟光申请追加李建强、仲照运为被执行人一案，案号为
（2020）豫 0104 执异 19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
人申请书、听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
告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地点在管城
法院执行局。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听证。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金龙：本院受理冯蒙蒙申请追加杜金龙为被执行人一案，
案号为(2020)豫 0104 执异 19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
被执行人申请书、听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
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
间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地
点在管城法院执行局。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听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金水区农业路东 45 号 2 号楼 21 层 2126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金水区金水路 216 号 5 号楼 2 单元 7 层 702 号（不动产权证
号：1101069253）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
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3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301 号院 8 号楼东 2 单元 7 层东户（不动
产权证号：1101010977）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
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
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3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二七区石柱路东、环翠路北 4 号楼 1 单元 26 层 2601（合同号：
18003914238）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
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上 ，对 位 于 登 封 市 洧 河 路 西 段 南 侧 的 房 产（权 证 号 ：
1401016016）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登封市
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
https://www.rmfysszc.gov.cn/）。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位于登封市南一环鑫地华府 5 号楼 1 单元 219 号的房
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
https://www.rmfysszc.gov.cn/）。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
对位于登封市颍河路与菜园路交叉路东南角嵩基鸿润城11
号楼2单元407号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
登
封市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
https://www.rmfysszc.gov.cn/）。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华骐小型普通客车（车牌号：豫 CD06788 不
含车牌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
登封市人民
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卢店镇迎宾大道西段南侧的房
产（证号：1401225581）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
名：
登封市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
auction.jd.com）。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嵩阳办事处滨河路东棋盘山西
天道龙玺湾 1 期 13 号楼 3 单元 7 层 708 号的房产进行首次公
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71）。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斐、黄花：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
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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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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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卫超、黄嵩：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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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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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云、李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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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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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星浩：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
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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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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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自龙：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
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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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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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武、冯晓霞：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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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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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杰、刘桂菊：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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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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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远、高琳琳：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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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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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平：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
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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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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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云、李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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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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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记科、卢海燕：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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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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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十、闫秀芝：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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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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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敏杰、刘峰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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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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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江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信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
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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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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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莫铠华、宋艳辉：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莫铠华、辛云星、宋艳辉、王新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22
民初 240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任店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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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金龙：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中远尧基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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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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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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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 04 民再 62 号
赵小宏：本院受理上诉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上
诉人吴湘、陈会林及原审被告吕亚红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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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10 时依法对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碧波路以南，福泉
路以西，蓝湾新城 8 号楼东 1 单元 4 层东北户的房产一套进
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
网址：http://sf.taobao.com）。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
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竞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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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价、
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
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本院联系。联系人：
柴彦华，
联系电话：
0375-2863668。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 0402 民再 7 号
崔曙光：本院受理（2020）豫 0402 民再 7 号再审申请人（原审
被告）丁宝萍与你及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贵川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本院(2020)豫 0402 民申 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
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书、本院(2020)豫 0402 民
申 4 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分别为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审判法庭(308 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前进：本院受理原告焦永强、
朱立国诉被告李前进、
河南金
大陆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402 民初4343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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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新艳：本院受理了原告曹占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0）豫 1723 民初 246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区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龙(身份证号码 411202197508026512)：本院受理原告
秦鹏越与被告张建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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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义务
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8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 8 时
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荣萍：本院受理原告李广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528 民初 2314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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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秋海：本院受理原告李冬琴与被告王秋海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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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
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淮阳县人民法院
巡回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街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204民初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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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第二次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20 年 10
月 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止拍卖漯河市源汇区
滨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昌建外滩 3#楼 102、103、104 号商业
用房。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
标的调查情况表》
《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中的要求和说
明。咨询电话：
400-1571060，0395-3561874。特此公告。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 16 民终 3520 号
临汾运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西华县移联网信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金明岗、金明洋与被上诉人临汾运
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詹新光、西华县移联网信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16 民终 3520 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六审判庭
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 16 民终 3717 号
张雷英：本院受理上诉人龙丽丽与被上诉人杨沛锟、一审被
告张雷英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0 年 11 月 17 号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继业：本院受理原告梁郁芬诉你、张雪梅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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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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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则视为放弃
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巩义市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艳敏：本院受理原告孙彦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003 民初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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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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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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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鄢陵县鼓楼广场五楼健身房的健身器材等设备
（共计 80 类，分 38 组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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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每
组拍卖种类、数量、开拍时间、起拍价、保证金、增加幅度等
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查看（本院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网址为：https://sf.taobao.com/0374/04）联系人：王
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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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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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宝马牌 X6(进口) 2012 款 3.0 手自一体白色小型
越野客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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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573 元。
保证金：40000 元。拍卖标的 2：奥迪牌 Q3 2015 款 1.4T 双
离合进取型灰色小型轿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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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8 元。保证金：10000 元。联系人：马警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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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燕建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003 民初 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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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 1521 民初 2120 号
胡勇：本院受理原告潘仪良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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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裕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和玲
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你偿还购房款33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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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0年12月4日上午8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裕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志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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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上午 8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恒印：本院受理原告张长锁、刘涛、张付川等诉孙恒印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 1302 民初 10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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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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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秀刚（身份证号：410928********3630）：本院受理原告陈
秀刚诉张庆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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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霞：本院受理原告管宛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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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伏云、王光震：本院受理原告张广卫诉被告刘伏云、王光
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 0902 民初 72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中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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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腾飞：本院受理原告徐羲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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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伟杰：本院受理的原告乔彦臣与翟伟杰、姚月华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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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杰科、冯利红：本院受理原告郭伟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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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利强：本院受理原告芦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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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伟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月莉与翟伟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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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军、苏朝霞：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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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晁岳利：本院受理原告郭领诉你与赵花娇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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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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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自强：本院受理原告王仁川与被告赵自强、杜素改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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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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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鲁志磊：本院受理原告王鸿雨与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22 民初 194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马村法庭领取，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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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俊锋：本院受理原告齐利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22 民初 172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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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盛曙光、盛淑倩、盛淑娅：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强诉你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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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审
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代少荣、黄世国：本院受理原告孙正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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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20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审判庭速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金河园茶业有限公司、信阳森美茶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本院审理的原告信阳市明港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豫 1503 民初 5135 号案件的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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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望届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娣：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荷花日化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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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娣：本院受理原告王改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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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夏蕾支行诉被告费莹、郭强、宋小斌、李志红、朱国
平、张新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刘鹏：本院受理原告李太平诉被告张刘鹏、范文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502 民初150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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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京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502 民初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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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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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英只、韩玮：本院受理的原告袁艳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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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2 民初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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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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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红伦：本院受理曹勇敢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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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