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翠安、吕娟、廉德顺：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2 号]，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
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
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
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张建设、孟华、张社会：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3号]，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
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
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
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许祥辉、江爱丽、宋燕：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5号]，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
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
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期
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
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
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
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
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个
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王南、马培华、薛守言：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6号]，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
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
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期
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
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
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
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
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个
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刘兴高、林新苓、李风芝：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7 号]，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
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
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期
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
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
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
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
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个
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张萍芳、王岁廷、沙磊：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8 号]，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
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
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汪作伟、杨存志：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79 号]，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
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
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戈志刚、贾佩佩、戈飞：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81 号]，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
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
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孙红伟、李彦华、牟保华：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84 号]，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
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
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胡耸、张林、李进前：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偿权
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86 号]，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
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员张继国
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
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
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王振杰、沈光兰、付善阔：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87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张迎春、王允红：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88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贾纪荣、高运霞、黄尊长：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1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刘宁、闵慧：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3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孔彬、吕孔洋：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4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吴广彬、房昭河：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5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张永林、梁美荣、朱跃平：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7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张永杰、屈世俊：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8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朱信庆、张洪芝、朱信晴：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499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林凡亮、蒋延霞、王海龙：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0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栾宏、李万华、李明果：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1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栾立猛、郭冬梅、郝传磊：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2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王道革、刘秀苓、魏咸君：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3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18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蒋保朋、宋奎菊、魏兴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5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卞攀、闫婷婷、卞传生：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7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王峰、李洋、姜广辉：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8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高宏伟、侯金苹、李永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09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田磊、冯超侠、甄洪图：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11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张剑、田月、葛增强：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13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朱留安、李瑞连、闫静：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15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杨尊坡、刘英华：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16 号]，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应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共同选定
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的，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
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
本会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第 2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调解中
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将缺席审理
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林现明、邵秀英、林宪如：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21 号]，由本会
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
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组庭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
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
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
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董卫东、刘善云、董托锋：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28 号]，由本会
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
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组庭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
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
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
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陈其法、张爱锋、陈士合：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40 号]，由本会
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
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组庭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
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
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
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李树民、楚玉先、李孟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47 号]，由本会
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
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组庭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
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
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
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祝钦府、倪庆美、陈西伟：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市高新区营业部与你们之间的担保追
偿权纠纷仲裁案[济仲案字(2017)第 551 号]，由本会
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杨林及仲裁
员张继国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组庭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
于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调解中心开庭审理本案，如你们不按时出庭，
将缺席审理并裁决。请你们于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
日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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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省分行营业部（济南）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1-81755841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毕思昆 83,721 .40 3701041981****3717 济南市槐荫区济兖路
薄尊超 882,091 .17 3701051983****032X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蔡建国 79,574 .14 3723311964****4916 济南历下区文化东路汇东星座商务楼
蔡金川 109,086 .61 2206211979****0739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
曹爱晨 76,659 .95 3701041971****2912 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
曹淑春 78,138 .86 3713211987****5613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春晖路
陈晨 149,230 .97 3701031987****4042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海尔绿城全运村百合园
陈洪亮 241,513 .24 3728261974****0639 济南市历下区花园路华鑫商务大厦
陈军 64,293 .27 3701031968****1513 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中润裕华园
陈丽 72,955 .49 3709211983****2128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西路
陈禄 71,644 .52 3701211976****8017 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路家庄村
陈伟 86,415 .85 4211221983****4953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东关大街
陈媛 70,557 .89 3701111951****2024 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
成梅 75,483 .34 3701021969****0025 济南市市中区民生大街
仇晓磊 70,408 .25 3710831982****0518 山东金区司法鉴定所济南市市中区经八路
代密密 64,997 .15 3704811990****1226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幸福街泉城花园
东志红 85,588 .43 3701211974****2949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董庆先 89,766 .55 3701031978****5518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前城小区
樊茂家 120,437 .37 3701811983****1416 山东省章丘市水寨镇东外环京诚汽贸
范恩军 106,735 .30 3728271970****7216 济南市历城区祝甸路
房冬冬 115,483 .73 3701811985****3860 山东省章丘市汇泉路
冯存妮 756,688 .69 3704811982****1221 山东省邹城市太平路交警大队西侧邹城市浓情丽舍婚纱摄影
付强 220,043 .43 3701021978****1919 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祝甸村
高华信 65,790 .51 3724311974****1610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他山花园
高江 68,666 .64 3701811979****3014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路明水大街
耿洁 79,676 .78 3701811985****2721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郭策 61,539 .86 3701021979****1519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院后街
郭胜男 69,325 .78 3725021976****518X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五岭路
韩亮 68,306 .25 3701041979****4133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历山北路居然之家米亚瓷砖村
韩龙 75,291 .35 3701811985****4837 山东省章丘市山泉路明水明珠小区南区
侯伟 135,481 .42 3704811978****1244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
侯伟骊 65,216 .59 3701051972****081X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天桥街
胡金红 85,936 .56 3701111968****3223 济南市洛口标山路标山商城
吉兰英 87,418 .71 3701031955****4029 山东协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纪红 211,927 .70 3701041976****2923 山东省济南市建设路德盛家园
贾焱 68,973 .78 3701021975****1938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鑫苑国际城市花园
蒋安萍 73,995 .78 5107241974****1248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区机场二厂路路欣都花园弄
蒋英 78,087 .06 3723301973****1894 济南市天桥区齐鲁鞋城东区
靳成亮 65,396 .92 3701221971****6810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街道办事处查旧村东西大街
康与民 118,349 .61 3701221967****4433 山东省章丘市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隆昌新座
李波 81,096 .57 3701811984****6830 山东省章丘市曹范镇没口村大街

淄博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3-5355921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崔涛 238,281 .93 3703211980****3052 山东省桓台县少海花园
高雷 147,607 .60 3703031978****7411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中润华侨城 14组团
高钰富 127,429 .90 3703041983****3136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阳城生活区
巩冬冬 149,338 .58 3703211990****0618 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鱼四村
韩梅 148,721 .98 3703211961****3040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世纪花园冬韵园
胡安新 70,971 .88 3723281964****0019 淄博市桓台县田庄镇胡西村
李阿宁 167,910 .75 3705031970****2920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东路

枣庄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632-3599030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丁东云 135553 .91 3704021964****0557 济宁市微山县付村镇付煤一洛矿付村
丁全德 111993 .16 3704021983****301X 枣庄市市中区兴安街
高祥 111394 .49 3704031987****411X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百信购物广场
郭元明 151046 .59 3704811980****5616 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蒋庄路口
胡超 116416 .92 3704021989****1517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湖阳光)
亢雷明 252366 .65 3704021970****1910 济南市天桥区银座好旺角
亢明霞 103275 .98 3704811976****0021 山东省滕州市益康大道南首
刘蕾 146013 .69 3704021980****0525 枣庄市市中区白马庄园
刘立伟 113706 .12 3704021972****3532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大道

东营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46-8226028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李飞飞 188,516 .86 3705211986****041X 山东省东营市经济开发区淮河路
孙迎 137,481 .51 3705021983****2012 东营市东城曹州路新世纪大酒店
李召阳 258,995 .73 3707831982****3333 东营市东营区胜利大街
魏嵬 127,866 .66 3101041968****4057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
段成材 90,989 .10 3705021977****3218 山东省东营市北二路

烟台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5-6603017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包日凯 79,325 .58 3706841987****4017 山东省蓬莱市开发区哈尔滨路
陈瑞 299,090 .80 3706831981****761X 山东省莱州市宏达家园
陈勇 108,115 .58 3706811979****0815 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小姜家村
程新杰 113,133 .53 3706861986****7445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嵛景华城
程玉荣 144,468 .22 3713211982****4222 烟台市芝罘区楚凤一街
邓素玲 68,455 .34 4101021977****4529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新海阳东街
丁清波 114,266 .21 3725011977****5318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新安西巷
郭永艳 110,009 .97 2102031957****5914 山东省蓬莱市光大银行
胡越美 67,382 .27 4206241971****2300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凤台小区
季丽丽 110,847 .07 3706251969****2320 山东省烟台市菜州南小区南阳
江海 164,148 .78 3706321965****7832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辉光路
姜宁 76,842 .27 3706281972****2523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二马路
姜未旭 201,775 .46 2202111976****2128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海天名人广场
矫丽艳 552,155 .91 3706021985****4322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大海阳路
李宝君 243,755 .84 3706111978****1115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永安街
李超 322,221 .21 1521271983****1218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蒲湾街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 东 省 分 行 龙 卡 信 用 卡 催 收 公 告
以下客户的建行信用卡账户透支款项已经逾期，虽经我行多次采用电话、上门等方式催收，截至 2018年 4月 30日，仍未还清透支款项，为维护我行的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
请下列客户在本公告之日起五日内归还透支款项，否则，我行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及最高人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款之规定(经银行进行还款催告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的行为涉嫌诈骗)酌情向公安机关报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 3 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不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也一并提醒其他逾期透支的我行信用卡客户及时归还信用卡透支款项，否则，我行也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2018 年 5 月 17 日

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人民币：元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李京辉 108,223 .84 3706831981****0911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德润街
李善学 110,623 .15 3706111969****0017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凤凰山路
梁鹏 146,039 .00 3706021987****261X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新阳街
梁玉科 245,224 .27 3706221975****1412 山东省蓬莱市小门家镇西张家庄村
林彦波 106,659 .40 3706851988****2213 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工业园南
林作玉 104,993 .49 3706811979****4416 龙口市环海中路
刘波 119,258 .04 3706821979****7118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泉韵南路
刘长东 181,956 .39 3304021975****0939 山东省烟台市红旗东路
刘华 135,124 .25 3706251973****3228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大海阳路
鲁远锋 72,851 .21 4130271975****4410 山东省龙口市七甲镇李家沟村
栾良祖 105,454 .27 3706811987****4439 山东省龙口市西城区河北路

潍坊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6-8286750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陈东东 326,060 .01 3707021979****2212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金沙城市广场
陈学金 233,064 .24 3707831983****3775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公园街圣和苑小区
邓强 104,159 .40 3707271970****9313 山东省高密市密水街道大周阳二村
董广彭 115,381 .75 3707041971****1019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路
何玉芳 137,965 .55 3303251968****4223 山东省潍坊市世纪泰华水印公寓 E座
惠荣萍 154,081 .93 3707221979****7629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宫西街鸢都新城
姜群英 164,006 .06 3706021960****0528 潍坊医学院奎文邮政******信箱
姜维祖 95,966 .23 6204221988****7710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西环路
李学良 117,324 .17 3707231979****6514 山东省寿光市迎宾路华茂贵宾楼
秦学迁 138,990 .87 3707021967****5476 潍坊市潍城区北宫西街
任登坎 156,098 .97 3707231945****4212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五道庙小区
孙海涛 123,583 .83 3707241984****2972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区寺头镇杨桃村

济宁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7-2937077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毕春凤 308,656 .44 3708021960****212X 山东省济宁市红星东路康桥华居
曹建军 152,485 .86 3708271974****0017 济宁市鱼台县鱼新二路鱼台县供电公司
常哲远 142,364 .53 3708831983****6517 山东省邹城市仰圣路
程晓红 124,964 .16 3708271972****0027 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鱼新二路
董宽 118,755 .80 3708311976****0717 济宁市泗水县滨河小区
杜修平 445,603 .20 3708311972****0744 山东省泗水县中兴新城
范俊鸿 97,378 .96 3708261974****4050 济宁市市中区海关路济宁监狱
高建 109,570 .70 3708311982****0713 山东济宁市泗水县恒兴小区
高旗 135,838 .85 3708811988****3535 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商贸城
高迎春 127,157 .83 3708291982****3253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疃里镇大王庄村
顾传民 138,071 .90 3708021958****151X 济宁市市中区建设南路
郭飞 108,881 .81 3708271972****3516 济宁市市中区济阳大街吉安小区
郝玉朋 107,944 .80 3708311963****0016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济河办事处东高村
何海明 214,768 .07 3708291977****0634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镇杜庄村
贺连杰 421,238 .39 3708301984****5712 济南市市中区舜德路 1号天泰太阳树小区
焦磊 158,190 .18 3708021981****4219 山东省济宁市银都花园锦碧园
孔庆喜 159,684 .70 3708311969****0096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文化路中段
李保玲 161,579 .38 3708281985****5318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南店子街
李超 110,608 .95 3708021984****2716 山东省曲阜市弘道路
李公胜 104,839 .62 3708311972****5415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高峪乡寺台村
李金平 119,807 .61 3708291989****4218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马屯镇李中村
李晶 162,087 .52 3708021977****3020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铁塔寺小区
李遵柱 119,021 .17 3708291992****3912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经济开发区洪山路中段
梁雪梅 221,017 .92 3708271969****0046 山东省济宁市富华园小区
刘德磊 201,842 .67 3708021980****4217 山东省济宁市府河小区
刘清伟 183,820 .27 3708291963****3572 山东省济宁市益民西区
刘文香 114,519 .67 3701261980****1822 山东省济宁市琵琶山路舜泰园小区
刘再祥 107,019 .46 3708111987****3035 山东省济宁市金宇路金宇大厦宁一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8-8539507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高法林 96,466 .40 3709031955****4010 泰安市泰山区唐訾路
侯加君 109,623 .32 3709221965****6912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区汽车站对过
李桂芝 114,265 .61 3709021971****2423 山东省泰安市财源大街装饰材料市场
李积胜 145,844 .91 3709021958****4515 泰安市泰山区市政广场东生资小区
刘会英 118,583 .46 3709021956****1547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街花苑州
彭德东 692,574 .04 3712021976****1518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虎山路中段
苏振振 281,069 .45 3709831992****4622 山东省肥城市新城办事处伊家沟商贸城沿街街楼
田培增 124,450 .59 3709831982****1010 山东省肥城市新城办公路局家属院
王传军 63,710 .25 3729231976****0876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堰东村

威海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631-5208484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雷颖斌 90,945 .59 4210021979****3830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汇源东路仁恒滨河湾
宋俊广 65,851 .92 3728321970****6111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泰山路
王爱强 114,730 .19 3728331978****3914 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雁荡路
王怡雯 125,806 .60 3710821987****6324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斥山镇郭家村
王宇隆 231,402 .42 2108811968****0211 山东省文登市苘山镇秦权路
燕良晨 206,196 .44 6501021963****3237 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怡心苑

日照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633-8328378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丁香玲 129,564 .77 3711021973****5129 日照市东港区河山工业园
董翠英 70,656 .50 3728021971****0043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百货大楼第二生活区
滕以平 203,626 .65 3728021968****5712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河山交通管理所
王志 121,242 .33 3711001975****3218 日照市岚山区甜园小区
韦友波 64,755 .22 3728021967****2931 山东省日照市昭阳北路

莱芜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联系电话： 0634-6288155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冯义 58,960 .77 3790041960****0019 山东省莱芜市高新区铜山路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侯军 36,398 .90 3712021980****0019 莱芜市莱城区东关街
阚光征 37,403 .93 3712021978****0011 莱芜市钢城区泰达路
李洪国 33597 .61 3712031973****7715 莱芜市钢城鲁中物流园
李梅 43469 .15 3709191968****6847 山东省莱芜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家属楼
李书生 37431 .77 3712021976****4518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兴盛街

临沂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9-8057513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白坤娟 110,400 .83 3728271971****5522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杨庄镇
曹加辉 118,569 .06 3713241991****4317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十二路与大山路交汇
陈国峰 127,539 .67 3713021987****4656 临沂市开阳路 4号润地大厦
陈基刚 66,326 .35 3728301955****6434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郑城镇第二中学
陈金涛 60,504 .58 3713111985****2312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花埠圈村
陈清喜 135,927 .52 3713021981****285X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建设村
陈寿勇 148,098 .77 3728331972****3614 临沂市兰山区金坛路与临西一路交汇向西
陈晓梅 102,289 .10 3728231976****2848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兰陵镇韩塘乡
陈永华 69,266 .94 3728231959****8313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中兴路北段
杜修华 67,221 .30 3728321969****6137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蒲汪镇龙角庄子村
杜振芝 88,383 .45 3728011978****6441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与临西九路交汇向南
房德艳 173,987 .47 3728011976****2824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开源路
高力 102,095 .93 3728011963****6031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团山路中段
高仪懂 93,119 .55 3728011967****7119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头街道汤头
巩玉生 284,917 .47 3713261978****3114 临沂市平邑明德花园
郭嘉伟 274,698 .64 3713241984****0038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水岸金街
韩海军 98,124 .33 3728301966****4332 临沂市平邑县财源路
韩文亮 288,630 .86 3713271988****3519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街疃村
侯丽荣 150,743 .69 3713291988****5443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罗六路金桂园
胡芳芝 209,033 .88 3713291991****3029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振兴嘉园
蒋毅 278,560 .30 3728241964****3714 山东省临沂市金雀山路
孔繁浩 60,885 .77 3728011976****3133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竹林桥小区
李冰 143,655 .17 3713281976****4559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常路镇政府
李殿波 144,980 .60 3728331966****0050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中山南路 x号盐业公司
李军 128,188 .34 3713271968****0256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邮政局家属院
李守祥 241,636 .04 3728011967****763X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南坊办事处金顶花园
李淑园 107,441 .68 3713021979****2511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西哨村
李云龙 61,699 .49 3728011974****3752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李振兵 75,403 .29 3728271968****0836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沂水镇正阳东路
李作平 76,695 .59 3708831976****1634 山东省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港湾经典家园
刘宁 248,210 .54 3713021986****0214 临沂市兰山区富民小区
刘文渊 113,919 .52 3713271982****6029 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科印象
刘宇 234,455 .04 3713221986****3427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盛庄办事处
刘雨 164,365 .46 3713241981****5216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城区文峰路中段西侧
娄欠欠 64,775 .97 3203821984****8021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成才路后园馨园A区

德州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4 — 2383171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陈吉堂 335314 .83 3724261963****4237 山东省禹城市城区行政路
孔凡忠 68456 .55 3724251969****9074 德州市金谷园小区
李朝阳 163636 .19 3724021971****0037 山东省乐陵市城区南鑫时代花园
李娟 73775 .1 3724261976****1144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区人民路
刘爱玲 280139 .44 3724011974****7822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二屯农信社
刘敏 75505 .73 3724021975****3911 德州市德城区白天鹅大厦
孙秀青 61048 .05 3724261972****2964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新领域国际花园

聊城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635-8360295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陈明海 86603 .25 3725011976****933X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三和安瑞家园
程延利 63856 .8 3725261983****1079 聊城市冠县东古城镇前刘庄村
邓玲 74152 .12 3725011970****7042 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家镇蔡庄村
董金伟 122919 .53 3725011974****1150 聊城市东昌路聊城市水利局
段俊洁 186810 .93 3715021986****0728 聊城市月亮湾回迁区
李贵棚 70438 .96 3725221978****6614 聊城市东昌府区利民东路
马泽春 105399 .38 3715021986****6118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恒新小区
穆尚锋 231330 .58 3710021982****7015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

滨州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43-3325063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曹晴晴 99606 .46 3723281975****1545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县博城三路路欧亚小区
初丽雪 66393 .81 3723281967****0025 山东省博兴县华夏汽车俱乐部
郭东平 115794 .04 3723211982****0257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姜楼镇
纪军华 105989 .07 3723011977****0344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六路 531号
李国强 109129 .57 372321198006030252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东海一路黄河十一路
李昆 141596 .4 3723301983****0115 滨州市邹平县黄山二路东段电信公司
李敏 123667 .96 3723211979****0867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政和路
李娜 118453 .63 3723301980****6663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礼泉 1路黛西花园小区
李艳花 112254 .2 3723281977****0049 山东省博兴县博城五路
刘涛 146440 .59 3723301982****5514 济南市历城区华阳路高新商务港
吕宝星 61922 .42 3723301982****3772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鹤伴二路

菏泽分行龙卡信用卡逾期客户公告名单 联系电话： 0530-5912781
姓名 逾期金额 身份证号 地址
崔贵起 64475 .41 3729291979****3914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昆明路
崔桥桥 70053 .16 3729301991****7050 菏泽市东明县开发区南工业园区
丁林春 63021 .59 3729281970****0078 菏泽市郓城县水堡乡政府驻地工业园区
纪五元 64614 .13 3729301964****7051 山东省菏泽市黄河东路民安财产保险菏泽中心支公司
刘艳 84851 .13 3729261981****0047 菏泽市巨野县青年路
马学俊 84356 .89 3729011962****0015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八一街西子佳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