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1.25广 告A4 法院公告栏
杨凤海、于常连、李国生：本院受理原告河北
丰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冀0826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前来本院土城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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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君栋：本院受理原告杨俊强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冀0826民初36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前来本院土城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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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
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舞阳县印茂日杂店、郾城区长宾百货商行、
舞阳县萌萌五金工具店、漯河市源汇区的获
得日用百货店、漯河市源汇区户好思百货商
行、临颍县艳史百货网店、郾城区新店镇张
虎百货店、召陵区宋敏箱包店、临颍县爱梅
百货网店、舞阳县音吉日杂店、漯河市郾城
区月亮街服装店、漯河市源汇区光扶鑫百货
商行、漯河市源汇区发了思百货商行、郾城
区裴城镇彤彤服装店、郾城区裴城镇慧慧五
金店、漯河市归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德博奇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诉你们侵
害商标权纠纷共十六案，已全部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下列判决书各一份：
舞阳县印茂日杂店［本院（2019）豫 11 民初
126 号民事判决书］、郾城区长宾百货商行
［本院（2019）豫1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书］、
舞阳县萌萌五金工具店［本院（2019）豫 11
民初 122 号民事判决书］、漯河市源汇区的
获得日用百货店［本院（2019）豫 11 知民初
27号民事判决书］、漯河市源汇区户好思百
货商行［本院（2019）豫 11知民初 34号民事
判决书］、临颍县艳史百货网店［本院（2019）
豫11知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郾城区新店
镇张虎百货店［本院（2019）豫11民初129号
民事判决书］、召陵区宋敏箱包店［本院
（2019）豫11知民初43号民事判决书］、临颍
县爱梅百货网店［本院（2019）豫 11 知民初
45号民事判决书］、舞阳县音吉日杂店［本院
（2019）豫 11民初 125号民事判决书］、漯河
市郾城区月亮街服装店［本院（2019）豫 11
民初 118 号民事判决书］、漯河市源汇区光
扶鑫百货商行［本院（2019）豫 11 知民初 35
号民事判决书］、漯河市源汇区发了思百货
商行［本院（2019）豫11民初132号民事判决
书］、郾城区裴城镇彤彤服装店［本院（2019）
豫11知民初36号民事判决书］、郾城区裴城
镇慧慧五金店［本院（2019）豫11民初119号
民事判决书］、漯河市归厚商贸有限公司［本
院（2019）豫11民初138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上诉期自公告期满后15日。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哲、李靖普、李翊普、杨敏:本院受理原告
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鞍山支
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答辩状
用纸、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1日上午 9：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刘云龙:本院受理原告张翠玲诉被告刘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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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用纸、举证通
知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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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
9：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
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赵世英: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市昊程运输有限
公司诉被告赵世英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答辩状用纸、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上午9：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牟春雷:本院受理原告索娜诉被告牟春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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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用纸、举证通知
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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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9：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
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于占海：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市兴圣机具租赁
有限公司诉盖州市暖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于占海、营口仙人岛祥烽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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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1日上午 10：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王胜国：本院受理晁玉新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 1402 民初 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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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魏林、张风霞、孙景枝、西平县绿科茂牧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平财富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721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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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
于成才、张芳芳、王文录:本院受理原告赵楠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22民初151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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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席谱伟:本院受理原告穆二彬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222 民初 4289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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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禹静雅、陈军、于凌霄、开封市志君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通许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22 民初 28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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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王申中、张风英:本院受理原告闫文继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李目（又名李月）：本院受理陈玲诉你及被告
李大卫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李大
卫就（2019）豫1503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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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 年 11 月 05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
任达磊申请宣告任胜国失踪一案。申请人
任达磊称，任胜国于2015年01月份外出，至
今未和家里人联系，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
任胜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任胜国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任胜国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任胜国情况，向本院报告。特此公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天钢：本院已受理原告张国山诉你土地承包
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内0522民初5911号民事裁
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
史挺进：原告胡玉华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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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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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祝春明：本院受理原告伍玉昭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川1323民初157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祝春明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伍玉昭支付劳务报酬 51246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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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
常永骏：本院受理原告杨静诉你车辆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 1122 民初 1229 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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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
刘勤礼：本院受理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王军伟、毕志国、兴志刚、林州宏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豫1422民初5176号、5177号、
5178号、517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陈东方:本院受理陈建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024
民初 2020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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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