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晓龙、张红杰、韦彦仁、卢寿福、卢希忠、楼文建、郭文杰：

本院受理张立辉申请追加吴晓龙、张红杰、韦彦仁、卢寿福、
卢希忠、楼文建、郭文杰为被执行人一案，案号为(2020)豫
0104 执异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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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地点在管城法院
行政(综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听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思雅：关于申请执行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广南路
支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程思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
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豫0103民初6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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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院将依法对查封程思雅名下位于管城回族区腾
飞路 4 号 11 号楼 1 单元 21 层 2106 号（不动产权证号：
1601082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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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
生的评估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浩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何姣姣：本院受理原告姚
旭辉诉河南浩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何姣姣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116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10份，并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浩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何姣姣：本院受理原告赵
浩宇诉河南浩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何姣姣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116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10份，并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12月23日10时至2020 年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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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登封市滨河路东南环路北（颍河路）
登国用2009第00030号、登国用2009第00031号的土地使用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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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飞：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军与被告杨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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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国华：本院受理原告宋艳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23民初3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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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占波（又名赵战波）：本院受理原告刘长海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26民初5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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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红伟、高瑞芹：本院受理原告谭海燕诉你债权人撤销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撤销两被告签
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分配的两处房产）。自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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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羊柱：本院受理原告王新春、刘宾只、杨海彬、郜东方、王
大平、郝红祥、安祥、郝义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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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刘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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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飞：本院受理原告刘长月与被告赵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02民初
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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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奉恒：本院受理原告张金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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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民初3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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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川：本院受理原告安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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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6483号民事

判决书，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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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少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殿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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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6683号民

事判决书，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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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代芝：本院受理原告刘守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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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6441号民

事判决书，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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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少强：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范县翔裕新型墙体材料有限

公司诉你、张崇勇(曾用名张一飞)、王玉周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02 民初

5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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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芳：本院受理原告秦聚莲诉被告张金芳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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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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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花娇：原告陈德存诉被告赵花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6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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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玲燕：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旗路信

用社诉你与冯合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 0928 民初 4503 号民事裁定书和（2020）豫

0928民初4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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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江辉：本院受理原告盛少宇与被告王江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 0423 民初 24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王江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盛少宇偿

还借款本金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050元,由被告王江辉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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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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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蔡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宋金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0422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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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娄彦展：本院受理原告付旭峰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042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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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煜：本院受理原告毛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22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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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智勇：本院受理原告徐增富诉你维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11民初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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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靖艳丽、河南省银山农林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永辉与被告靖艳丽、河南省银山农林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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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任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学峰：本院受理原告佑团伟诉你和麻亚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
初4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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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号
段锋涛：本院受理原告宗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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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增强：本院受理原告杨顺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482 民初 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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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刘子英与郭付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将
于2020年12月27日上午10时至2020年12月28日上午10
时依法对坐落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平安大道中段北侧明珠世
纪城37号楼东1单元2层西户不动产一处进行第一次公开
拍卖（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7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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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玉蓓，联系电话：0375-286361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紫竹塑钢门窗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东西建材有限

公司、刘东升、刘迎春、朱军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汝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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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亮：本院受理原告张红杰诉你与纪华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初
60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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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文浩、魏亚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手续。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
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任店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佳佳、刘利利：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及张国超、胡延华、任二伟、胡晓华、李现
辉、王瑞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22民初2275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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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万会民：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及全志祥、全留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手续。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的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任店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20年12月7日10时至2020年12月8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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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为豫Q2A287哈弗牌汽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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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彦广、郑素霞：原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
司诉被告孙彦广、郑素霞追偿权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48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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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胡秋兰与被执行人张小伟、朱学顺、苗秀丽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将对担保人鹤壁市科丰饲料销售
有限公司所有的传送机、饲料生产机、筛料机（标的物以实
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
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进
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告期为15日，公告
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专 栏）联 系 人 ：贾 警 官 ，联 系 电 话 ：
0392-2418530、16639258200。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芦爱新与被执行人马玉兰、陈具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被执行人陈具文名下的位于鹤壁市

山城区朝阳逸居7号楼3单元3层西户的房产（标的物以实

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

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进

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日，公告

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

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详

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联系人：贾警官，联

系电话：0392-2418530、16639258200。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小灿：本院受理原告常现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0621民初183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善堂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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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

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小灿：本院受理原告常现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豫0621民初183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善堂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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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

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卫萍：本院受理原告曹芳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鹿邑县人民法院（2020）豫

1628民初2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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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0年12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韩某某位于漯河市临颍县天河苑 4 幢 1 单元 402

号，房产证号3160523001号房产一套。详情请关注：（户名：

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

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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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20年12月14日

10时至2020年12月15日10时止第二次拍卖漯河市召陵区

滨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东北角土地一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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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395-3561874。特此公告。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英：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和杨新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203民初81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已经受理三门峡瑞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现依法公开招募破产管理人，三门峡域内管理人及

域外省内一级管理人均可报名参加招募，有意者可向本院

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索取报名材料，并于2020年11月27日下

午5时前将破产管理工作方案等书面材料一式十份交至本

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逾期视为放弃参与选任。联系人：张

昱煜，电话03982967481。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登科：本院受理原告刘桂喜与你、刘海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202 民初

2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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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拥军：本案受理原告刘玉山诉杨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883 民初

13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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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菊花、李铭：本院受理上诉人开封市龙成置业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东大街支行、王

菊花、李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豫02民终1231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请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冰娣、马卿：本院受理张宾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203民初48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 0203 执

75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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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石建武：本院受理原告侯艳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81民初6121号的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及保全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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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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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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