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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凤燕: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斌诉被告崔凤燕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203民初88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崔凤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王志斌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违约金(以
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
率24%计算)。二、驳回原告王志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由被告崔凤燕负担。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虎:本院受理原告王振钦诉被告张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203民初88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被告张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偿还原告王振钦借款本金50000元及违约金(以50000元
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
计算)。二、驳回原告王振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由被告张虎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建国:本院受理原告王振钦诉被告冯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3民初88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冯建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王振钦借款本金 40000 元及违约金(以
4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
率 24%计算，履行时应扣除冯建国已支付的 6000 元违约
金)。二、驳回原告王振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
元、公告费，由被告冯建国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希望（410224199205150352）、胡海云（41021119730
3275043）、李明志（410223197207160022）、刘军（41020519
7811011039）、刘利波（410204197810004044）、吕艳丽
（410224196309240025）、齐东亮（410211199001145015）、
任沙沙（410225199504221022）、王顺利（41022119920
1292215）、张飞（410222198307162015）：本院已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金明支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民初2974
号、（2018）豫0211民初2961号、（2018）豫0211民初2962号、
（2018）豫0211民初2967号、（2018）豫0211民初2964号、（2018）
豫0211民初2965号、（2018）豫0211民初2966号、（2018）豫0211
民初2963号、（2018）豫0211民初2968号、（2018）豫0211民初
2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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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五星：本院受理原告郭庆福诉被告张五星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民
初3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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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志勇（410224198208193951）、孙小勇（4102021977112
7051X）、王源振（410205199511042019）、许小刚（41022
4199107193914）、雷芳（41020419890109602X）、柴铁山
（410224197809024219）、林亚楠（410204199009156014）、
王爽（41021119980106503X）：本院已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
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八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民初 2645、2647、
2653、2655、3394、3396、3397、33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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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窦秀娟（410211197711211022）：本 院 已 受 理（2018）豫
0211民初1332号原告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211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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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天丰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开封供电公司诉你供电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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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彦辉：本院受理原告杞县富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
金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221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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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建祥：原告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贾建
祥、李用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李用林不服判决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602民初451号被告
李用林上诉状副本。上诉内容为：请求依法撤销鹤山区人
民法院（2018）豫0602民初451号中第四项判决，改判上诉人
不承担责任。本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03民初349号之一

鹤壁市建源置业有限公司、唐海英：本院受理原告安阳上元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鹤壁市建源置业有限公司、唐海英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603民初34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03民初1005号

司彬：本院受理姚晓社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603 民初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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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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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声：本院受理原告李伟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2民初3266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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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声：本院受理原告朱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2民初3265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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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813号

平顶山市隆盛金典寄卖有限公司、铁惠华、韦维：本院受理
原告王亚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2 民初 81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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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学忠：本院受理原告谷瑞昌诉你与平顶山市华丰园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省创佳食品有限公司、牛国豪建
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22民初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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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胜利(公民身份号码：41302419721104601X)：本院受理
原告潢川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26民初字第
2521号民事判决书。（2018）豫1526民初字第2521号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刘胜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
潢川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偿还货款26167.12元及利息（利
息按年 24%计算从 2016 年 10 月 20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潢川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刘胜利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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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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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静、丛光钧、河南永泽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河南政源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鸿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郑州铁科赛得置业有限公司与你们执行异议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及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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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3月2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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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思展、王彦涛、李福玲：本院受理原告郭文昌诉你三人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6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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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利敏：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928民初4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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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庆国：本院受理原告闫军杰诉被告刘庆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
初57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庆国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闫军杰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利
息自2015年5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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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元，由被告刘庆国承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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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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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润生：本院受理原告王振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5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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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占方：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市融信世纪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11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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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震：本院受理原告项自钦诉被告王光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
12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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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震、刘伏云：本院受理原告项自钦诉被告王光震、刘伏
云、罗振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902民初12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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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艳玲：本院受理原告柳亚伟诉被告杜艳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
8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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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俊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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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相锋:本院受理段延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未按(2015)濮意证执字第 124 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履
行，申请人段延石于 2015 年 08 月 06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华法执字第2090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评估拍卖通知书、评估拍卖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自动履行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松：本院受理段延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未按(2015)濮意证执字第70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申请人段延石于 2015 年 05 月 11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华法执字第1307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评估拍卖通知书、评估拍卖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自动履行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怀其:申请执行人刘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豫
090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按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请执行人刘霞于2018年12月3日
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
执409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款通知书、失信决定
书、限制消费令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到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执行人张志芳与被执行人吴旭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8)豫0902民初88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请执行人张志芳于
2018年12月4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902执413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交款通
知、失信决定书、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龙舜：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许龙舜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0184民初3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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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连亮宇：本院受理原告张全成诉被告连亮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84
民初9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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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丹丹、司航宇：本院受理原告高俊强诉被告李宏英、赵丹
丹、司航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84民初2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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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01月30日10时至2019年01月3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商业路南侧金立方小区3
号楼2单元1层101房屋【产权证号:1101006869 】进行首次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
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01月14日10时至2019年01月1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郑新快速通道东侧双湖大道南侧
郑州华南城1号交易广场E座2层2301、2302房屋【权证号
码：1601014132、1601014130】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 详 见 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
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少华、寇学田、王国旗、河南诺富特饲料有限公司：郭艳丽
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逾期未履行（2017）豫
0105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又无法有效联系
到你们，本院将对王少华名下位于金水区北环路 6 号 8 号
楼8层30号（不动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1201024818）房
产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84 执
261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期满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还款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强制拍卖上述房产，
在公告期满后五日内到本院领取拍卖裁定书，本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满后次周三
上午 9 时到本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调解十室参与选择评
估、拍卖机构，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
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及现场勘查、领取评估报告书、
提出异议、优先购买等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评估、
拍卖上述房产。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与王海军、范瑞敏、赵庆阳、袁媛、王宗海、李淑玲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184 民初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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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01月10日10时至2019年01月1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仓城路东段北侧润泰花园7A号楼
1单元5层501号房屋【合同号：10110142】进行第二次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12?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方桃变：本院受理原告陈遂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初983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汝南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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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向宾：本院受理原告赵利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82民初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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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普、万振威、王晨巍、常改娣、南利香：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通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526民初45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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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峰、李心娣、郭纪党、王香风、王建闯、王金果：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526民初106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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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镇霞、韩中民、韩普云、韩西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
民初106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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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山姆涂料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银河轩

广告艺术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恒：本院受理原告郝旭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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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孟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孟宪贵：本院受理索玉香、
许志国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返还购房款9338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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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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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跃、王爱新:本院受理原告李刚诉你们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 0502 民初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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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长河：本院受理原告石全福、石永明、石永亮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23民初2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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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新国：本院受理原告何庚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23 民初 2637
号、(2018)豫0523民初2638号、(2018)豫0523民初2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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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波:本院受理原告李艳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23民初296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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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海玲:本院审理的原告王建文诉被告唐海玲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03民
初3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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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全军、徐魁民:本院受理原告李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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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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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15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国:本院受理原告靳会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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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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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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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索冬海：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红军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履行（2018）豫 0502 民初 170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红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红军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履行（2018）豫 0502 民初 170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洪潮：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新国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履行（2018）豫0502民初60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小运申请执行你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
即履行（2018）豫0502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亭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闫航升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履行（2018）豫 0502 民初 159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郝军明、赵启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林州市支行诉你们及李俊世、王雷、王合周、王晓峰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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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伟：本院受理原告曹翠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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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镇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星：本院受理原告付玉生、付富生、付保成诉你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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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