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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民个人及家庭财产的分配
方式日益复杂，传统的夫妻财产观念受到
冲击。一直以来，我国婚姻法只关注对财
产的静态权属调整，忽略对夫妻财产的动
态调整，导致实践中遇到很多难以处理的
问题，如婚内借款协议的处理。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的出台，对夫妻婚内借款的处
理作出了明确规定。该解释第十六条规
定：“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
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用
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
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按照借款
协议的约定处理。”本文以该条款为视角，
对夫妻间婚内借款问题的处理加以探讨。

一、该解释的适用条件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前提。我国婚

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种类主要是法定
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婚姻法》第十七条
为法定财产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婚姻法》第十九条则对约定财产制予以
明确，“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
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可见，夫妻
双方可以约定的财产制行为一般为分别
财产制、部分共同制和全部共同制。如果
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则依据《婚姻
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在分别财产制下，由于夫妻双方财产归各
自所有，且有明确约定，在一方因个人事
务向另一方借款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一般
的民间借贷予以审理。因此，该司法解释
第十六条适用的前提是夫妻共同财产制，
包括部分共同制和全部共同制。

(二)借款用途应为一方从事个人经
营活动或其他个人事务。由于婚姻关系的
隐蔽性，很多时候难以判断借款用途是否

系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实践中，可以
尝试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1)投资的财
产是否为一个人所有；(2)双方是否明确
约定经营活动完全由一方参与；(3)如果
经营主体是法人，其财产是否与夫妻共同
财产混同。如果符合以上几种情况，则可
认定为一方因从事个人经营活动而借款。

对于个人事务的判断则相对容易。
《婚姻法》对婚后共同债务的认定已作出
明确规定，只要不涉及履行法定义务及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均认定为个人事务。

(三)债务未予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债务未完全履行。对全部未予偿还的，
直接使用本条规定；对部分已偿还的，则
离婚一方当事人只能就未偿还部分主张
权利。

二、婚内借款的处理原则
(一)婚内不分割财产原则。婚姻作为

维系家庭的纽带，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基础。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内借款纠纷案
件时，要以双方当事人离婚为前提条件。
离婚案件中，以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确已破
裂为依据。经审理查明夫妻感情并未完全
破裂的，对当事人要求分割家庭财产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若经审理认定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符合离婚的条件，则在处理离
婚时应一并解决双方的财产问题。

(二)适用诉讼时效原则。我国法律对
民事行为的诉讼时效已作出明确约定，无
论是一般民间借贷案件还是婚内借款协
议，均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从平等
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的角度来看，婚
内借款除财产来源系夫妻共同财产外，其
他与普通民间借贷并无不同。婚内借款协
议从性质上亦是一种借款合同。根据意思
自治原则，如双方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
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另一方有权在

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另一方主
张权利。若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权
利人未主张，则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若借款协议中明
确约定了还款期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
务人一直未予偿还，在双方离婚时已远远
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情
况下，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自双
方当事人离婚之日的次日起算三年的诉
讼时效期间。这是基于婚内借款的特殊
性，亦是其与普通民间借贷的不同之处。

(三)区别对待惩罚性“借贷”的原则。
惩罚性“借贷”的形成往往是由于一方存
在过错，例如，男方有婚外情，并为此花费
了大量费用，女方发现后，认为男方花费
的大量费用中也包含属于自己的份额，同
时为了让男方不再犯，而让男方出具了一
份“借条”。这类惩罚性“借贷”，并无借款
合同要求的借款交付的实际条件，不符合
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但由于一方确
实存在私自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危
害了夫妻间另一方的权益，因此，若双方
当事人在签订此类借款协议时完全出于
自愿，且一方明确因其行为给另一方造成
较大的损害，协议系对另一方的一种补
偿，对此类惩罚性“借贷”应依据《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并结合查明事实予以支持；若
一方的过错不足以给对方造成巨大经济
或精神损害，其签订借款协议完全出于防
范目的，一方请求撤销的，则法院在查明
后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
规定予以处理。

三、婚内借款的处理方式及其完善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虽然

规定婚内借款在离婚时可按照协议的约
定予以处理，但对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规
定。有人认为，在区别财产制下，婚内借款

同一般民间借贷相同，在离婚时债务人应
全额偿还；而在共同财产制下，由于债权
债务混同，只能分得其中的二分之一。对
此，笔者认同夫妻财产分别制下按照一般
民间借贷处理，债务人全额偿还的观点，
但对共同财产制下的财产处理则持不同
意见。婚内借款协议应视为夫妻双方对婚
内财产的一种处分，由于夫妻双方有平等
的处理权，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双
方对财产处理作出约定，在离婚时就应当
本着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原则，按
照协议约定的内容予以处理。

此外，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十六条关于婚内借款的约定已是突破之
举，但其仍有不足之处，需进一步完
善。该解释第十六条未明确规定有他人
参与的夫妻婚内借款情形，即夫妻一方
与他人一起向夫妻另一方借款的情形。
实践中遇到这类情形时，法官往往难以
定夺。对于这类情形，有人认为因债权
人与债务人不符合离婚时的条件，因此
不能予以处理；还有人认为，因债权债
务混同，夫妻债权人一方无法向夫妻债
务人一方主张权利，只能向另一债务人
主张权利，要求其偿还总债务的二分之
一。笔者认为，首先，债权人选择让他
人承担总债务二分之一的份额，无法律
依据。其次，夫妻债权人一方具有一般
债权人的民事诉讼权利，是适格的原
告；另一方作为债务人应与他人即共同
借款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法官
根据债务人之间的约定或者对借款的分
配，判决除夫妻债务人之外的人承担偿
还责任的份额。对于夫妻债务人一方对
财产的分配，因双方财产共同制，债权
人无权主张，实践中亦无要求实现权利
的现实意义。 邹旭 慧芳

论婚内借款协议的效力及其处理
【案情】2013 年 12 月 27 日，明

某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约定明某某购买某置业公司
开发的房屋，总价款 704410 元。明
某某已付清所有房款，某置业公司
应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将综合
验收合格的房屋交付给明某某使
用，但某置业公司开发的房屋没能
通过综合验收，致使房屋不能交付。
明某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
某置业公司支付迟延交房违约金。

某置业公司辩称，其已将符合
国家规定的房屋交付给明某某，涉
案房屋的所有权已由某置业公司转
移至明某某名下，明某某亦承诺因
交房事宜不再追究某置业公司的违
约责任，明某某的诉讼
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应当依法驳回。

法院经审理认定：
2013 年 12 月 27 日，双
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约定明某某购
买某置业公司开发的房
屋，总价款 704410 元；
某 置 业 公 司 应 当 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取得开发项目《分期综
合验收备案证明》并交
付房屋，逾期交房超过
60 个工作日后，明某某
有权解除合同或要求继
续履行合同；如明某某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则
某置业公司向明某某一
次性支付已交付房价款
万分之一的违约金。明
某某已按合同约定向某
置业公司支付房屋总价
款 704410 元。明某某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收取
涉案房屋。截止 2017 年
3 月 30 日，某置业公司
未提供涉案商品房开发
项目《分期综合验收备
案证明》。明某某收房
时，签署了房屋移交及
钥匙签收单，载明经验
收收房、钥匙交接问题，
并载明：“本人因迟延交
房事宜不再追究某置业
公司的违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明某某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收取涉案房屋时，
某置业公司尚未取得商
品房开发项目《分期综合验收备案
证明》，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
的房屋交付条件。某置业公司提交
的房屋移交及钥匙签收单系格式协
议，双方当事人对其中载明的“本人
因迟延交房事宜不再追究某置业公
司的违约责任”理解不一致，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应作出对某置业公司
不利的解释。某置业公司未按照合
同约定交付房屋，应承担违约责任。
遂作出如下判决：一、某置业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明某某
支付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 5 日止，以房屋总价款
704410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一
计算的迟延交房违约金；二、驳回明

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90 元，由某置业公司负担。

某置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作出判决：一、撤销一审法院
判决；二、驳回明某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90 元，二审案件
受理费 190 元，均由明某某负担。
【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
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
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
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
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
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
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
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
款无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十条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
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
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
的规定，格式条款的提供
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使合
同相对方知晓免除或限制
其责任的条款，使合同相
对方知道此情形后作出自
愿选择。如格式条款提供
方未采取合理方式使相对
方知晓，且格式条款具备
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的三种情形
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
效。本案中，明某某签署
的移交及钥匙签收单系双
方当事人对房屋交接相关
事宜的确认，属于合同的
缔约行为。该签收单中载
明：“本人因迟延交房事
宜不再追究某置业公司的
违约责任”，该条款系由
某置业公司提供的格式条
款。明某某在一审质证时

称，其在上述签收单签名是不得已
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明
其对该内容是知情的。明某某在上
述签收单签名的行为，已经达到了
格式条款提供方即某置业公司应尽
提示义务使明某某注意的目的，故
房屋移交及钥匙签收单的约定不产
生无效的法律后果。明某某已经知
晓该格式条款的内容，但未行使对
该格式条款的撤销权，应履行双方
约定的合同内容。一审判决认定某
置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认定事实
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
正；某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
应予以支持。

刘洋

【案情】2016 年 10 月 31 日，被告人王
某来到某村原学校，欲进入院内上坟烧
纸，因被害人王某甲之子王某乙租赁该院
落用于经营及居住，被害人王某甲拒绝王
某进入。后王某又欲在院门口烧纸，受到
王某甲阻拦，二人发生口角，继而相互厮
打。厮打过程中王某将王某甲推至大门口
北墙处被人拉开，后二人继续争吵。王某
甲离开行走至院大门口时身体向后躺倒
在地。王某乙闻讯赶到后拨打 120 急救电
话，急救人员检查确认王某甲已死亡，王
某乙遂报警。案发后，被告人王某离开现
场寻找村医未找到，回家拿救心丸返回现
场欲给被害人王某甲服用。现场证人张某
某为避免王某与王某乙见面发生争执劝
王某离开现场，王某遂回到家中。出警人
员到现场确认被害人王某甲死亡，后驾驶
警车到王某家中口头传唤王某至派出所
接受讯问。经鉴定，王某甲系在原有陈旧
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基础上因与他人争吵、打斗、情绪激动、活
动量增大等因素诱发急性心肌梗死死亡。
【分歧】本案中王某构成过失致人死

亡罪，但对于王某成立自首还是坦白存在
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侦查机关并未对王
某进行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侦查人员来
到王某家中，口头传唤其到派出所接受讯
问，王某未抗拒或逃避，并且王某还有寻
找村医及返回现场欲给王某甲服用救心
丸的行为，体现了王某对于将自身置于侦
查机关控制之下的主动性、自愿性，应当
认定王某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侦查人员到王某家
中将其口头传唤带至派出所接受讯问，此
时王某已不具备逃避到案的客观条件，不
存在主动归案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其系在
侦查人员面前的被动归案，故王某不能成
立自首，依法应成立坦白。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

下：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自动投案是指犯

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
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
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
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
案。本案中，侦查人员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后，已经基本了解王某的犯罪事实，虽然
王某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是经过侦查人
员口头传唤到案，但侦查人员就在王某跟
前，此时王某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来体现
其投案的主动性、直接性。

第二，《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了十二种体现犯
罪嫌疑人投案主动性和自愿性、应当视为
自动投案的情形，其中前十一种是具体情
形，第十二种是“兜底条款”，即《意见》规
定的“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
投案的情形”。本案中，王某不符合前十一
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形，如果认定王某成

立自首，只能适用第十二种情形。但该兜
底条款的适用应当非常严格，一般不予适
用，以防止认定自首随意扩大化。本案中，
王某不符合《解释》《意见》规定的应当视
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不能成立自首。

第三，王某案发后离开现场寻找村
医，携带救心丸返回现场欲给被害人服
用，被劝离现场后回到家中等待，无故意
不到案、意图逃避惩罚的迹象，体现出其
对自己行为造成后果愿意积极承担的态
度，只是因为受主客观条件影响，其一直
无主动到案的实际行动。不认定王某成立
自首似乎与王某的积极态度不相符合，但
定罪量刑必须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
符合法律规定就不能认定王某成立自首。
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可以认定成立坦白。至于王某案发后表现
体现出的积极态度，可以在量刑时酌情予
以考虑。 刘庆伟

本案中被告人成立自首还是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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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18 年 1 月 12 日

乔拥军：本院受理原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
明县供电公司诉你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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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明县人民法院
包头一阳轮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津县

宁源铸造过滤网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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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的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津县人民法院
张志英：本院受理原告刘荣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2017)鲁 1422 民初 216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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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津县人民法院
冯炳俊、赵红莉、郭玉峰：上诉人郭尚山就(2017)

鲁 1427 民初 484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上诉人请求：1 依法撤销(2017)鲁 1427 民初
484 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三被上诉人连带承担还款责
任；2 涉及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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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士祥、刘芝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被告刘为峰、刘士祥、
刘芝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17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城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金桥、张光文、张因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被告张金
桥、张光文、张因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427 民初 17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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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光文、张因捷、张金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被告张光
文、张因捷、张金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427 民初 17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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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因捷、张光文、张金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被告张因
捷、张光文、张金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427 民初 17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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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士祥、刘芝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被告刘士祥、刘芝合、
刘为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171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城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芝合、刘士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被告刘芝合、刘士祥、
刘为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171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城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赵振强：本院受理张秀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盛店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许士强：本院受理原告孙从利与被告许士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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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传征：本院受理原告田吉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王永尧、刘金娥：本院受理原告雷朝岭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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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津县人民法院
王永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495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新
盛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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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胡敬东、王东海、范传芳：原告张庆刚与被告胡

敬东、王东海、范传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150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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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光昌、高秀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庆良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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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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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南城法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田永宽、公主岭市鑫源运输有限公司、吉林市

佳诚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时吉风与田
永宽、公主岭市鑫源运输有限公司、吉林市佳诚物
流有限公司交通事故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
田永宽、公主岭市鑫源运输有限公司、吉林市佳诚
物流有限公司未履行义务，时吉风申请对公主岭
市鑫源运输有限公司、吉林市佳诚物流有限公司
名下号牌为：吉 C3B099 、吉 B5591 挂的挂车进行
拍卖。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2017 年 10 月 24
日评估机构出具的明信价(2017 )XF10-17 号评估
报告及我院作出的(2017)鲁 1427 执恢 1176 号拍卖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我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该车辆进行网
络司法拍卖。

夏津县人民法院
杨辉后：本院受理原告霍献芝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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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中锋、谷利敏：本院受理原告张培云、王

俊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427 民初 159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新
盛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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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于汉坤：本院受理田甜诉你同居关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新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山东明瑞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斗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昆明嘉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作出(2017)鲁 0983 民初 328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山东金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原
告货款 45770 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 60 日内来肥城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肥城市人民法院
乔国君：本院受理原告孙庆锋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多次送达一直无人接收，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肥城市人民法院
许祥祥：本院受理李兰芳申请执行(20 1 6 )鲁

0 9 8 3 民初 24 8 9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向你依法
公告送达鲁三鑫房估字 T(2018)第 0103 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 0 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有异议，请于 10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肥城市人民法院
吴玉忠、尚振英：本院受理袁恒生申请执行

(2011 )岱民初字第 1730 民事判决书一案，肥城市
人民法院技术室随机选择山东众合土地房地产
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案评估机构对你名下位于丰
园小区 15-1- 2 0 1 室(房产证号：S007 1 3 4 )进行了
价值评估，做出了众合评(鉴)字(2 0 1 7 )第 05 2 9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该估价报告有异议可在 10 日内提
出书面意见，否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认可，逾期
将依法进行拍卖程序。

肥城市人民法院
杨夫会：本院受理原告肥城市龙腾化工有限公

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

肥城市人民法院
泰安鑫瑞重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张兴龙申请执行泰安鑫瑞重工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拟对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泰安鑫瑞重
工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一宗(开卷纵剪切成
套机组一套,10 吨单梁行车两架)进行价值评估。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选择评估机构及现场勘验
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
满次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选择评估机构，于公告期
满第 2 日上午 9 时进行标的物现场勘验,逾期不到
场的，视为放弃选择权利，不影响现场勘验的进行
及其效力。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李戛表：本院受理原告高东民与你离婚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 0 1 7 ) 鲁 0 7 0 3 民初 16 8 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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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宋瑞德：本院受理原告于小宁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03
民初 161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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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董华山、吴桂芳、董小冬、马情情、董立勇、齐耀

辉：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区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3 民初
8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经济
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张东、玄素花、候来爱、庞洪伟：本院受理原告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区支行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3 民初 105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经济区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董立勇、齐耀辉、董华山、吴桂芳、董小冬、马情
情：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区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3 民初
7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经济
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韩成宗、王苗苗、韩建国、高俊英、韩其金、陈全

新：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区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3 民初
8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经济
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张蕾：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山东德勤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潍坊傲雄贸易有限公
司、潍坊巧太太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曹振中、马海
燕、卜庆利、张蕾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鲁弘估字[201 7 ]第 52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和本院(2017)鲁 0791 执恢 18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和估价报告。对估价报告如有异议，可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如逾
期未提出异议，估价报告将作为拍卖的参考依
据。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 0 日即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同超、李丽霞：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山

东德勤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杨同超、李
丽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鲁求
实评字[2 0 1 7 ] 第 B 0 6 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和本院
(2018)鲁 0791 执恢 16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和估价报告。对估价报告如有异议，
可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如逾期未提出异议，估价报告将作为拍卖
的参考依据。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潍坊新概念机械厂、潍坊潍佳机筛有限责任

公司、朱文利、张继花、王若萍、王建军：本院受理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被告潍
坊新概念机械厂、潍坊潍佳机筛有限责任公司、
朱文利、张继花、王若萍、王建军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0791 民初
174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保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8 ：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山东智博海洋采油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坚龙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李鑫、刘万学、潍
坊润博机械有限公司、李志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 )鲁 0791 民初 1853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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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赵令涛、潘姗、潍坊立伟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791 民初 459 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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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孟鑫：林凡喜与你及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因安华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不服山东省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 0791
民初 69 2 号民事判决，已向我院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我院定
于 2018 年 3 月 5 日 9 时 30 分在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到庭将承
担相应法律后果。

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姜海春：本院受理的(2017)鲁 0786 民初 2292 号

原告孙国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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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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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遇法定假
日顺延)9 时在本院柳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判决。

昌邑市人民法院

毕龙本李爱梅：本院受理毕法本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86
民初 23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在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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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昌邑市人民法院
李自翠：本院受理刘全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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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变更民事裁定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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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青州市人民法院
董传宝、董京华：本院受理原告王跃庆诉董传

宝、董京华劳务派遣合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诉讼提示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州市人民法院
吕琳：本院受理原告秦继卿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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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诚信诉讼提示书、
诚信承诺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0 分(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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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州市人民法院
青州联升置业有限公司、边宗坤、刘新红、边家

富：原告夏栋梁诉青州联升置业有限公司、边宗坤、
刘新红、边家富第三人撤销权之诉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781 民初 577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
三庭领取上述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州市人民法院
夏海庆：本院受理原告青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有限公司诉夏海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诉
讼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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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州市人民法院
冯世臣、刘宗可：本院受理原告李振江诉冯世

臣、刘宗可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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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诉讼提示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青州市人民法院
武成华：本院受理原告田佳、刘振华等诉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王清机不服本
院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

青州市人民法院
潍坊百世汇通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秀燕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0781 民初 4117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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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 1 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州市人民法院
刘永胜、齐宣英：本院受理山东昌邑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86 民初
236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柳疃法庭领取，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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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效力。

昌邑市人民法院
李金倡、赵明兰：本院受理山东昌邑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86 民初
238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柳疃法庭领取，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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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效力。

昌邑市人民法院

陈丹、赵明兰：本院受理山东昌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86 民初 2409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
疃法庭领取，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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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昌邑市人民法院
窦明涛：本院受理原告秦增伟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04 民初
2569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被告财产一宗。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窦明涛：本院受理原告秦增伟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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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五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商伟元：本院受理原告郝金鑫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04 民初
2791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被告财产一宗。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商伟元：本院受理原告郝金鑫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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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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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十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朱进之：本院受理原告于海林诉你及杨兆辉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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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朱进之：本院受理原告于海林诉你及杨兆辉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04 民
初 2869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被告财产一宗。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岳波：本院受理原告刘先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704 民初 3042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被告财产一宗。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岳波：本院受理原告刘先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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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十五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赵建军、朗咸磊：本院受理原告张元源诉你们

及郎彩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鲁 0704 民初 3056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
被告财产一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赵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元源诉你及郞彩岭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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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十四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赵建军、朗咸磊：本院受理原告张元源诉你们

及郎彩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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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刘帅帅：本院受理原告薛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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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十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尹铜光、孙梅丽、雒占奎、尹春光：本院受理原
告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鲁 0724 民初 222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寨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雒占奎、尹学媛、尹铜光、尹春光：本院受理原

告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鲁 0724 民初 222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寨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祝介海、祝万忠、孙友良、李为梅、张召峰：本院

受理原告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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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鲁 0724 民初 28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
寨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刘兴伟、刘玉文、齐光华：本院受理原告山东临

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鲁 0724 民初 30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寨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郭云禄、张海、辛同清、郭亮：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鲁 0724 民初 47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寨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王从富、张来全、郝德祥、张来启：本院受理原

告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鲁 0724 民初 479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寨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王文国、郑华芬、王俊深、王政、王百臣：本

院受理原告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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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1 7 ) 鲁 0 7 2 4 民 初
47 9 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金融审判庭 ( 原辛寨法庭 ) 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王政、郑华芬、王俊深、王文国、王百臣：本

院受理原告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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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1 7 ) 鲁 0 7 2 4 民 初
47 9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金融审判庭 ( 原辛寨法庭 ) 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辛同清、张海、郭云禄、郭亮：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鲁 0724 民初 47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原辛寨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朐县人民法院
山东寿光腾翔蔬菜专业合作社、寿光市正信

工贸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2017 )鲁 0783 执 1257
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如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山东寿
光腾翔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牟
西村村东北 14 个大棚。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程显峰、高梅、刘春风、赵乐敏、寿光市富田物
之源肥业科技有限公司、寿光市林辉蔬菜有限公
司：本院执行的(2017)鲁 0783 执 1258 号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未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寿光市林辉蔬菜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寿光市卧甲路西的 29 个蔬菜大棚。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程显峰、高梅、寿光市绿之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本院执行的(2017)鲁 0783 执 1259 号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未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寿光市绿之峰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寿光市上口镇南邵一村 78 个蔬菜大
棚(大棚证号：3707231000010 、3707231000017)。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杜安之、刘爱兰、寿光市鑫绿农蔬菜专业合作

社：本院执行的(2017)鲁 0783 执 1256 号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未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寿光市鑫绿农蔬菜专业合作
社名下位于寿光市卧甲路东侧的蔬菜大棚 30 个以
及位于寿光市卧甲路往北 2 公里东的蔬菜大棚 28
个。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刘爱兰、杜安之、寿光市鑫绿农蔬菜专业合作

社：本院执行的(2017)鲁 0783 执 1255 号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未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寿光市鑫绿农蔬菜专业合作
社位于寿光市卧甲路东侧的蔬菜大棚 30 个(他项权
证号：T370723030049)以及位于寿光市卧甲路往北 2
公里蔬菜大棚 28 个(他项权证号：T3707230300015)。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李孟然、董玉芝、寿光市圣亚化工有限公司、山

东振农蔬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寿光市百信蔬菜专
业合作社：本院执行的(2017)鲁 0783 执 1254 号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 3 日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未
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山东振农蔬菜科技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寿光市上口镇贾王南邵村南的育苗
大棚 7 个、智能温室育苗大棚 1 个。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王文军、宋爱丽、寿光市华达太阳能有限公司、

寿光市欣益肉鸭养殖专业合作社：本院执行的(2017)
鲁 0783 执 1237 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责
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
寿光市欣益肉鸭养殖专业合作社所有的位于寿光
市清水泊农场的畜禽舍[用地面积 95 亩，他项权证
号：寿畜舍(2013)字第 3707834015)]，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寿光市人民法院
潍坊富吉包装有限公司、李树吉、王素杰：本

院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诉
你们及寿光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李新章、李庆
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
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就( 2 0 1 7 ) 鲁
0 7 8 3 民初 26 1 2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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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市人民法院
张海庆：本院受理原告庄国强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鲁 0783 民初 397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胡营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寿光市人民法院
刘龙飞、魏翠霞：本院受理韩兴民诉你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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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告知提供担保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营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寿光市人民法院
丁培强：本院受理赵红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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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告知提供担保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营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寿光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