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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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丰、段孝全：本院受理原告宋岭峰、原告宋
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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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判令 1 .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4 . 5 万元及利息；2 . 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
诉讼产生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 24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岳鑫：本院受理原告王明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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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
要点：判令 1 .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0 万元及利息；2 .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 24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郭娟、于子尧、于建华、孙桂琴、青岛中海华业房

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鲁 0202 民初 5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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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沃嘉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华尔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张磊、韩子建、杨婕、枣庄市立医院：本院
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202 民初 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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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杨军波、胡寒章：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与被告杨军波、胡寒章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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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起诉要点：1、判令被告杨军波清偿原告剩余借款本
金及利息；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3、判令被告
胡寒章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原告
对被告名下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金华支路 12 号 12 号
楼 2单元 801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被告承
担诉讼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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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0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宗绍双、赵姗姗：本院受理原告刘德琪与被告宗

绍双、赵姗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原
告刘德琪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于德法、董莉莉、王子鉴：本院受理原告青岛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被告于德法、董莉莉、王子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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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青岛
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借款合同》；2、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3、判令原告对被告名下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瑞海北路 7 号 3 号楼 2105户房产
的变现价款优先受偿；4、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
费、律师费、公告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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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 30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马雷：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进勇诉你与刘永霞、第

三人郑利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3民初 6253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该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
可在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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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浙江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据种类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 30900053 28207302、出票金额贰拾万元
整、出票人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
山东拓能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8年 2月 6
日、汇票到期日 2018年 8月 6 日、付款行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鸿通轴承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
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东鸿通轴承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据种类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0800053 95554350、出票金额贰万元整、出票人济南
灿卓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8 年 2 月 2 日、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7 月
26 日、付款行招行济南舜耕支行。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陈方梅、张爱玉：本院受理的 2017 鲁 0103 民初

3679 号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 鲁 0103 民初 3679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永林、孙晓红、齐军、张爱芹、莱芜市卓杰经贸

有限公司、莱芜市泰德恒祥经贸有限公司、莱芜市正
润昊民物资有限公司、刘义军、陈萍、莱芜市鑫祥经
贸有限公司宣：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 民初 8089、
8090、8091 号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永林、孙晓红、张爱芹、莱芜市卓杰经贸有限

公司、莱芜市泰德恒祥经贸有限公司、莱芜市正润昊
民物资有限公司、刘义军、陈萍、莱芜市鑫祥经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7 鲁 0103 民初 8089、8090、
8091 号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 鲁 0103 民初 8089、8090、
809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上述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焦付华；李鸿；武孟滨；顾业红；丁春刚；冯业忠：

本院受理的 2018 鲁 0103 民初 401、487、538、527、
645、647 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
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 2018 鲁 0103 民初 401、487、538、527、
645、64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上述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孙诚、孙吉法、于瑞花：本院受理的 2018 鲁 0103

民初 3782 号张萌诉你们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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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案件审理及执
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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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开庭时间为举证
期满后的第五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地点为本
院北楼第九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何茂香、贺龙、张书涛：本院受理(2018)鲁 0103民初

3544号丁丽娜、郑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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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
有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证据、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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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杨来强：原告济南正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与谢文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18)
鲁 0112 民初 4129号)，以及原告郑吉祥诉你与谢文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18)鲁 0112 民
初 413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两案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以上两案分别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下午 14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郑治：本院受理原告李文丽诉你抚养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
期分别为公告期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8年 9月 26 日 9:0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卢秀功、卢秀香:本院受理原告王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邮寄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12 民初 1994号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 20 万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本
金 20 万为基数自 2016年 10月 27日起计算以年利息
百分之二十四计算至给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3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遥墙法
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马祥田：本院受理原告彭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112 民初3099号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为：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总计 16 万元并支付两
笔利息(分别为：以 6 万为基数，自 2010年 5月 5 日计
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按年利率 18%；以 3 万为基
数，自 2011年 2月 1 日计算至实行实际清偿之日，按
年利率 2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3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遥墙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韩作平、徐翠芳、韩作民、金杰友、徐功海：本院

受理原吿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城支行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12 民初 575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韩作平、徐翠芳偿还原
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城支行借款本
金 8658 . 56 元；二，被告韩作平、徐翠芳支付原告济南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城支行逾期利息(包含
复利)21627 . 14 元(截止 2018年 5月 20 日)；三、被告韩
作平、徐翠芳自 2018年 5月 21 日始按借款合同约定
支付原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城支行
利息至债务实际付清之日止；四、被告韩作民、金杰
友、徐功海对上述债务在 15 万元的保证范围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款项，限五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五、被告韩作民、金杰友、徐功海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韩作平、徐翠芳追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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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靳贤祯、闫兴梅：本院受理原告何国祥诉被告孙远

杰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采用邮寄送达、
直接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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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起诉要点：1、依法确认原告与第三
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合法有效；2、请求贵院立
即停止(2017)鲁 0124执 1124号执行裁定书对30 万元房
屋补偿款的执行；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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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答辩状的，不影响本院审理。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阴县人民法院
孙允旺：本院受理原告丁义田诉你与苏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124 民初 2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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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从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卢秀功、卢秀香：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邮寄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12 民初 1995号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民事裁定书。原
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
万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本金 10
万为基数自 2015年 4月 23日起计算以年利息百分之
二十四计算至给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下
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迷墙法庭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济南虾小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济南瑞丰投资有限公司诉你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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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午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济南龙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成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无法直接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变
更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8年 9月 3日下午 14:00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聊城姚花妃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山东

交运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第一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山
东旅行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山东旅行社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聊城水城营业部、聊城姚花妃商贸有限公司旅
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8)鲁 01 民终 287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中新房集成建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

请人徐小莉、张铭新与被申请人侯晓红与你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
民再 57 号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18 年 8 月 28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纪圆、济南博越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涂传迪与被告刘纪圆、济南博越贸易有限公司、赵
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鲁 0124 民初 1510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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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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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阴县人民法院
靳贤祯、闫兴梅：本院受理原告王曙光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0124 民初 52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被告靳贤
祯、闫兴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曙光借
款本金14 万元及利息(以本金 11 万元为基数，自 2011
年 12月 30 日起按月息 2分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以本金 3万元为基数，自 2015年 1月 4 日起按月息 2
分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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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从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靳贤祯：本院受理原告王曙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24 民
初 53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被告靳贤祯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曙光借款本金2 万元及利
息(以本金2 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 1月 3日起按年利
率 6% 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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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从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靳贤祯：本院受理原告王曙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24 民
初 54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被告靳贤祯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曙光借款本金 5130 元及
利息(以本金5130 元为基数，自2018年 1月 3日起按年
利率 6% 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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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李健、王莹莹、李睛：本院受理原告张华勇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鲁 0124 民初 2443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
一、一、被告李健、王莹莹、李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张华勇借款本金 3 . 5 万元及利息(以本金
3 . 5 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 1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 计
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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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从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山东隆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海达食品

有限公司、李华、杨志刚、张新岭、唐守凤:本院受理青
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923 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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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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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25 日上
午 9: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沂源大华永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海

达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隆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沂
源凤凰塑编有限公司、李华、刘东升、杨志刚、张新
岭、唐守凤、韩吉春、唐平花:本院受理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918 号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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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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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0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叶天成：本院受理原告赵晓燕诉被告赵晓萍、赵
晓军、叶天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0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海达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隆腾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李华、杨志刚、张新岭、唐守凤:本院受理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927
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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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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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高占、高德成: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无影山东路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要求对被执行
人高占的济房权证中字第 190200号房产证项下，位于
济南市市中区玉函北区 58号楼 1-305室房屋一套予
以拍卖，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因你们下落不明，本
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5执恢 298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及山东中大恒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鲁中大恒正房估字第【2018】JN071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2017)鲁 0105执恢 29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主要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高占名下位于济南市市中
区玉函北区 58 号楼 1-305 室(证号:济房权证中字第
190200 号)房屋一套。鲁中大恒正房估字第【 2018】
JN07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主要内容为:被执行人高占
的济房权证中字第 190200号房产证项下，位于济南市
市中区玉函北区 58号楼 1-305室房屋一套评估价值
为 113 . 32 万元。你对上述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有异议
的，可以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王国超:本院受理原告宋丰海和北京恒玖惠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 鲁
0103 民初 137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涕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张广义：本院受理原告宋丰海和北京恒玖惠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
鲁 0103民初 13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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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分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民初 3939号原告济
南金飞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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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案件审理及
执行期限相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证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等应
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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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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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明道商贸有限公司、李昱、济南莱克星顿商贸

有限公司、济南百惠金银珠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鲁 0103民初 28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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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苏乐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济南铭联经贸有限公司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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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
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00 时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吕成涛：本院受理原告刘洪娥与你民间借贷、债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刘洪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 . 判令吕成涛返还欠款22500 元；2. 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由吕成涛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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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3 时 30分在本院彩石法庭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臧伟、刘波、井敏: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宝德行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756 号案件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原告证据等。原告诉讼
请求为:1、判令被告刘波向原告支付修车费21233元及
相应利息；2、判令被告臧伟向原告支付修车费 3747
元及相应利息；3、判令被告井敏对上述应付修车费中
4140 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请求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
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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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姚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青岛顺德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南

希望森兰电气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原
告济南希望森兰电气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共计 54670 元，并从 2016
年 1月 1 日起按万分之四/天承担违约金至支付之日
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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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遇节
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曹县海诺工艺品有限公司、陈德、路如如:本院受

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2018 鲁 0102 民初 307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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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定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辉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刘志杰、徐光

秀、山东鑫马特制衣有限公司、朱文英、马望宪、曹县盛
玛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曹县盛玛特商贸有限公司、盛
伟、刘淑芬:本院受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鲁 0102 民初309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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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定于 2018
年 10月 11 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津宜润德面业有限公司、郑方方、张建民、

王桂敏、山东聚鑫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山东郑大
肥业有公司、单县金聚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2018 鲁 0102 民初 309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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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定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单县天利玻纤有限公司、赵利春、彭晓彬、单县

昇源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乔国、张美岭、单县天
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郭晨光、王民军:本院受理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8 鲁 0102 民初 309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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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定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上
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孙士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历下支行与被告孙士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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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瞿绪萍: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市中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济南分公司诉被告瞿绪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318号案
件民事起诉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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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姚
家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世纪星商贸有限公司、山东海汇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福来与被告邹平易家
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山东世纪星商贸有限公司、山
东海汇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102 民初 3337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送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姚维勇:本院受理原告孙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0112 民初 3503 号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 元及违约金(以本金
15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年 4月 26 日起至 2018年 5
月 9 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违约金，暂记 1300 元
(150000×24%÷360×13=1300)；自2018年 5月 9日至被
告还清欠款之日，以 15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 计
算剩余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3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遥墙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宗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元亨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三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圣德
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李玉坤、孙政、黄晓昉、仲政、
李霞、王珍珍: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桥支行与被告山东宗圣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山东元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三臭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山东圣德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李玉坤、
孙政、黄晓昉、仲政、李霞、王珍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
行要求各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01 民初 906号一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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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证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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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点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 3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尚义: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全民惠普金融软件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人员出庭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陈同山、李洪刚、陈同良:本院受理原告高殿泉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陈同山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二、判令被告陈同山偿
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暂计 1000 元(以 20000 元为基
数，自 2016年 5月 11 日起按照年息 24% 计算至全部
全清之日止)；三、判令被告陈同山承担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用；四、判令被告李洪刚、陈同良对上 1、2、3 项
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30 日。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 9 时 30 分
在本院仲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潭成军、商和芸、陈同山、李洪刚、吴元友:本院受

理原告高殿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为:一、判令
被告潭成军与商和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0 元；
二、判令被告潭成军与商和芸偿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 10000 元(以 2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6年 1月 13
日起按照年息 24% 计算至全部全清之日止)；三、判令
被告潭成军与商和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四、
判令被告李洪刚、陈同良、吴元友对上 1、2、3项诉讼
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
30 日。并定于 2018年 9月 26 日 10时 00分在本院仲宫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韩立峰:本院受理原告彭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彭静要求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婚生女由原告
抚养且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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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
务、诉讼风险告知书、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
律规定、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各一份。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五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南楼)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门利:本院受理原告杜善法诉被告中直建筑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夏齐鲁文化城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
追加你为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门利:本院受理原告李忠周诉被告中直建筑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夏齐鲁文化城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
追加你为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门利：本院受理原告赵庆坤诉被告中直建筑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夏齐鲁文化城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
法追加你为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5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玲(身份证号 370123197808010523)、裘宗沪(身份

证号:370103200603090098):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梅诉你们
与裘甫洪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鲁 0103民初 65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家事少年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继国:本院受理原告李继强与被告李继勇、李

继卿与你继承纠纷一案，涉及有关鉴定，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山东诚志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作出的诚志估价字第 2018-0166-RS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及异议回复，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鲁永司鉴中
心[2018]文鉴字第 A20 号鉴定终止函。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
议，应当于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提出异议应当说明理由，逾期视为对评估无异议。并
定于异议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南楼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少战、刘少建: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 民初

3629 号告赵继峰诉被告刘少战、刘少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利和义务、案
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相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及
保全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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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周生金: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民初 3459号原

告刘兴强、李明诉被告周生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
行期限相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及保全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滕春苗: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民初 3915号原

告李雪艳、尹梅阁诉被告滕春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
行期限相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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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平、周滨: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 民初 3878

号原告山东恒冠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
刘平、周滨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相关法律
规定、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证据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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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延江、张喜芳:本院受理的(2018)鲁 0103 民初

4030 号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被告
刘延江、张喜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相
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及保全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4 日上午 10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姚强、马红、姚军、李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2017)鲁 0103 民
初 5375号民事裁定书(管辖)，管辖异议上诉状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庭来领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伟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达克集团有限

公司、张航、王清华：本院受理原告乐陵市乐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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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民初
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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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曹秀英、邱海波:本院受理原告威海诚益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03 民初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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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陈相武:本院受理原告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济南分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03 民初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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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凤国: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钱隆非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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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
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5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下午 14 时在本院
1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友江: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钱隆非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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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
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5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
院 1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述超:本院受理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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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南楼第二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高天俊: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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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南楼第二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继安: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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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南楼第二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陈佳荣: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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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 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南楼第二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润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世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
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
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下午 14 时在本院 12 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九月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

(2018)鲁 0103 民初 4067 号原告刘民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
和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14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广安、贾桂芝：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德亮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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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权利和
义务、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下午 14 时在本院 11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吴起忠: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善祥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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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
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
本院 1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车树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建芳诉你追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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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审理
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10 时在
本院 1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泉景置业有限公司、济南市市中区劳动

就业办公室: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延艳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案件
审理及执行期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 10 时在本院 11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泉景置业有限公司、济南市市中区劳动

就业办公室:本院受理的原告贺莉敏诉你们房屋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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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
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们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 11 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泉景置业有限公司、济南市市中区劳动

就业办公室: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立志诉你们房屋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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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
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限你们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11时在本院 11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张洋、徐法娟:本院受理原告徐倩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鲁 0103 民初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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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济南九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振峰与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03民初 3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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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何太勇:本院受理原告叶志芳、赵福荣、陈美君、
陈世钊与被告何太勇、李富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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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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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 9 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江山联合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禹王防水材

料有限公司、山东江岳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东营盛泰钢
圈有限公司、东营市海富通化工有限公司、魏永生:本
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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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 3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济南安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唐武英、吕港、朱

积才、金旭霞、山东朱氏家具有限公司、济南君易印
刷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诉你们与被告济南市长清区北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不服本
院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113民初 472号民事判块书及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判决书及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林洪波、吴江燕：本院受理上诉人济南舜泰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迟景东及原审第三人杨丽英、林洪
波、吴江燕、李国全、王在波、李昊、王震、耿疆春、田
艳丽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 民
终 256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兴华工贸有限公司、杨永:本院受理原告高

承江与被告济南兴华工贸有限公司、杨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91 民初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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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郭慧强、张莉、洪燕青、黄耀忠、刘光明、许庆红、

洪铮、刘芯如：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2695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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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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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月 25 日上午 9：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吕琳娜、王军:本院受理李德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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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该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马德权、赵宇宁、赵保东、付德彬、赵保方、代广

发、袁绍文、彭文超、任亚兰、周鹏飞、崔丽颖、李海
龙、钮广范、李洪江:本院受理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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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
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告知书、案件审理及执行期
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各一份。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里河法庭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马德权、赵宇宁、赵保东、付德彬、赵保方、代广发、

袁绍文、彭文超、任亚兰、周鹏飞、崔丽颖、李海龙、钮广
范、李洪江:本院受理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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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诉
讼风险告知书、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
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六里河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邵淑丽、焦忠海:本院受理(2018)鲁 0103民初 4499

号，原告信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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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
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 15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马德权、赵宇宁、赵保东、付德彬、赵保方、代广

发、袁绍文、彭文超、任亚兰、周鹏飞、崔丽颖、李海
龙、钮广范、李洪江:本院受理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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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
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告知书、案件审理及执行期
限的有关法律规定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各一份。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里河法庭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潍坊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潍坊鑫益福食品有限

公司、刁可海、李堃、潍坊仁和商贸有限公司、潍坊市
百味佳商贸有限公司、张卫国、刘凤辉、黄兴忠：本院
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潍城支行(税号：
913707008654741879)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潍城商
初字第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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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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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张大江：本院受理原告周桂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 分
(节假日顺延)在于河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牛姣屏、郑兆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潍坊潍城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865425833N)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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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节假日顺延)在金融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于军、韩来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潍城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865425833N)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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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金融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张长春、周秀文：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057931201J)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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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金融审
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庄战强、庄梅珍：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700057931201J)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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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金融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王德刚、马清惠、张传兴、郭美、于庆刚、张顺芬、

窦继先、张玉：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057931201J)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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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4时 30分(节假日顺延)
在金融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贾灿：本院受理原告杨海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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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望留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李秀美：本院受理原告韩冬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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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下午 14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望留第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金宝龙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吉兴浩经贸有
限公司、山东玉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港龙服装
有限公司、官一宝、陈蕾、王玉峰、于华春、官风龙、魏
金美：本院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5448866L)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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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下午 15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金融审判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金宝龙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吉兴浩经贸有

限公司、官一宝、陈蕾、王玉峰、于华春、官风龙、魏金
美：本院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000165448866L)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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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下午 16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金融审判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项丽君：本院受理原告王星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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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6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于河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于春鹏、韩培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市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勇诉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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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下午 15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于河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冯希波、陈雯：本院受理原告刘刚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0702 民初 22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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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王洪刚、刘春霞、王洪同、王洪英、王洪贞、韩

桂珍：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057931201J1-1)
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702 民初 69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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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王洪磊、刘桂英、张德亮、王秀霞、王全德、代金

云：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057931201J1-1)诉你们金
融借款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鲁 0702 民初 6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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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陈名敏、陈兰峰、陈利之、李秀玲、陈天源、刘花

香、陈名汤、陈名娟：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370700057931201J1
-1)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702 民初 2038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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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余庆权：本院受理原告盛庆明诉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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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海石文化艺术平台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刘永祥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8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丘市人民法院
邹连秋：本院受理原告王瑞珍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丘市人民法院
山东宏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墨锐科技有限

公司、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青州尊
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魏光奎、寇国美：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与被告山东
宏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墨锐科技有限公司、寿光
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青州尊华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魏光奎、寇国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裁定如下：本案按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寿光支行撤回起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鲁 07 民初 577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安友、李守江、徐玉梅、辛秀娥：本院受理吴昊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鲁 1191 民初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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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孟祥营、刘畅：本院受理吴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191
民初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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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军:本院受理万兴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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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高飞：本院受理窦秋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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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0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日照金三岛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正

美、张永锋、陈祥波、周家美、刘兆英、费洪香、焦自
花、苗荣荣、费洪英、袁安红、焦秀花、王秀爱、袁玉
华、宋祥美、崔永志、陈兰祥、焦自春共 17 人分别
起诉你公司的 17 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 17 起案件的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山东衣言衣语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

丰红、金俊昌、朱友芬、赵延英、王均巧、孟祥香、李
排叶、宋瑞粉、张传花、徐惠、李玉美、于兰花共 12
人分别起诉你公司的 12 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 12 起案
件的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上述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孔凡玉、刘祥菊：本院受理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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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王海明：本院受理(2017)鲁 1102 民初 6698号原告

贺文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1102 民初 6698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石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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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山东古庄实业有限公司、张成先：本院受理原

告宋代文诉被告山东古庄实业有限公司、张成
先、杨文臣买卖合同纠纷[(2018)鲁 1103 民初 10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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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山东龙商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日照嘉烨汽
车修理有限公司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1103 民初
252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第五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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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赵见富：本院受理原告徐以娟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122 民初 3037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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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碁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厉富斌：本院受理原告日照安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你保险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3033)，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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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李浩：本院受理原告日照库成商贸有限公司诉

李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李浩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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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日照宇启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日照捷

拓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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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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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王建建：本院受理原告宋媛媛诉你与被告安莹

借用合同纠纷一案[(2018)鲁 1102 民初 224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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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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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
河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王英：本院对申请人孙培岭与被申请人王英、魏

爽、山东泰山嘉木堂红木古典家具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拟对已查封的王英名下位于泰安市红
门路 53 号(房产证号：泰房权证泰字第 158065 号)房
地产一处进行价值评估。现依法公告送达选择评估
机构通知及现场勘验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之日上午 9时在本院技术室
选择评估机构并立即进行现场勘验(遇节假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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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国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小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鲁 1728 民初 1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永花申请宣告李洪志失踪一案，经

查：李洪志，男，1969 年 1 月 9 日出生，汉族，住山东
省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盘石沟村 356号，于 2005年 5
月 30 日申请人离家出走后失踪，经各方寻找杳无音
讯，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洪志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632-
8811033)。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平慧燕：本院受理(2018)鲁 17民初 115号原告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被告
山东健民药业有限公司、晁岱勇、平慧燕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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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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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训强：本院受理原告马爱粉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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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彭楼
法庭公开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鄄城县人民法院
李沭娟:本院受理原告刘朝永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刘朝永请求判决离婚并抚养两个子女及分割财产)、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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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富春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鄄城县人民法院
张裕刚：本院受理原告牛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2014 号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 2018年 9月 18日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市龙兴彩色印刷厂、滕州市汇丰彩色印刷

厂、赵鹏、李雪娟、张桂兰、赵连平：本院受理原告枣
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君山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诉状、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恒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甘桂云：本院受理

原告魏延军、张见臣、韩光国诉你单位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1934、1935、1936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8年 9月 17日 9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玉永、王立波、刘晴：本院受理原告枣庄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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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 2018年 9月 4 日 9时 40分在本院税郭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孙延科、王秀芝、冯伟、孙建春，刘洋、董娜、张

平：本院受理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振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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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4
日(9时孙延科、王秀芝、冯伟、孙建春)，(10时 20分刘
洋、董娜、张平)在本院税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长海、刘敬侠：本院受理原告牟云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鲁 0402 民初 10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齐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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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尹作芳：本院受理原告蔡思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402 民初 42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齐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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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贺向花、王军凯：本院受理原告吴敬敏诉你们返

还原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鲁 0402 民初 2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第六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自公告期届满
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永景:本院受理原告黄昌海诉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鲁 0402 民初 10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税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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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枣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孙静、临沂市兆鼎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安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年 8月 30 日 09时 00分在本院税郭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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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济南嘉鸿汇盈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卢丽燕与你公司的劳动人
事争议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案件答辩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法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风险告知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及相关证
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
委定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上午 9 时在本委仲
裁庭(地址：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8 号 440
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债权转让公告
赵 大 龙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25198601200434)于 2009年 9月
29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98000 元，到
期日为 2010 年 9 月 20 日，截止
2018 年 3 月 16 日结欠贷款本金
42000 元，欠息约 117594 . 5 元。我行
已将该笔贷款债权转让给孟凡刚
(身份证号码：370725197511080411)。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4 日

拍卖公告
山东正大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8

年 6月 21 日 9：30在公司拍卖厅采用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
paimai . caa123 . org . cn/)依法按现状公开
拍卖仪器仪表一宗。起拍价 418720 元，
保证金 80000 元。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
展示；竞买人请于 2018年 6月 20 日 16：
00(到账为准)前，交纳保证金并持有效证
件办理登记手续；不成交者，保证金会
后无息全额退还。

其他未尽事宜以《竞买协议》为准。
联系电话：
15253318666 0533-3168609
公司地址：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

177 号汇美大厦 9 楼
监督电话：
0533-3110931 0533-3190273
山东正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 告
李健、王刚、杨军:

按照人事部关于印发《全民所
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四
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
十五天,或一年累计旷工时间超过
三十天的,予以辞退”的规定,经单
位研究决定,对李健、王刚、杨军予
以辞退。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单位领取辞退决定书
(安医发【2018】47 号),逾期不领取,
即视为送达。你们一切个人行为与
单位无关。

特此公告!
肥城市安驾庄镇卫生院
2018 年 6 月 14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福尔康针织服装有限公司、邹美
玲、隋娜、邹永泽：

青岛福尔康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在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
支行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贷款本金 60
万元，借款合同号为：0438 合行借字
(2009)第 1012004 号，我行已将该笔债权
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等通过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进行拍卖，被
竞买人于普津竞得，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向
于普津履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8 年 6 月 14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范希贤、青岛福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孙仁明、孙仁勇、孙仁浩、孙秉杰：

范希贤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墨支行于 2015 年 6 月 8 日
贷款本金 378 万元，借款合同号为：青
农商即墨营业部个借字 2015 年第 099
号，我行已将该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及
相关费用等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
络拍卖平台进行拍卖，被竞买人孙吉
兵竞得，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债权
转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向孙吉兵
履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8 年 6 月 14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坤盛基工贸有限公司、葛秋芳、马
志德、李秀芳、马明明、马聪聪：

青岛坤盛基工贸有限公司在青岛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
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贷款本金 234 . 5 万
元，借款合同号为：青农商即墨营业部
流借字 2015 年第 304 号，我行已将该笔
债权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等通过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进行拍
卖，被竞买人邵坤竞得，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向邵坤履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8 年 6 月 14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 09 :00 在

我公司拍卖大厅以现场竞价或网络拍卖方式
公开拍卖位于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下台子
村鄂牛路以南的沿街房产一套，建筑面积约
110㎡。参考价：17万元。

标的按现状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我公
司联系、查看标的物，于拍卖会前一日 16:00前
将保证金 4 万元汇至指定账户(户名：山东信
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开户行：山东莱芜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账号：
9120112100142050010098)，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
回单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
金全额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
地展示。

联系电话：
0634-6888777 6888888 18963463118
公司网址：www . sdxcpm .net
公司微信：sdxcpm
公司地址：莱芜市雪湖大街 33 号 42号楼

A12
山东信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4 日

仲裁公告
单凤兰：

菏泽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支行与被申
请人你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菏仲字第 448号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当事人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授权委
托书(空白)、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选任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
17 时在本委金融仲裁中心(地址：菏泽市丹阳
路 图书大厦对过农商行四楼；电话：
18653067197)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0 日
内到本委金融仲裁中心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仲裁公告
韩盼英：

菏泽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支行与被申
请人你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菏仲字第 449号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当事人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授权委
托书(空白)、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选任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
16 时在本委金融仲裁中心(地址：菏泽市丹阳
路图书大厦对过农商行四楼；电话：
18653067197)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0 日
内到本委金融仲裁中心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仲裁公告
贾秀萍：

菏泽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支行与被申
请人你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菏仲字第 451号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当事人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授权委
托书(空白)、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选任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
10 时在本委金融仲裁中心(地址：菏泽市丹阳
路图书大厦对过农商行四楼；电话：
18653067197)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0 日
内到本委金融仲裁中心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仲裁公告
穆素玲：

菏泽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支行与被申
请人你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菏仲字第 455号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当事人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授权委
托书(空白)、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选任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
11 时在本委金融仲裁中心(地址：菏泽市丹阳
路 图书大厦对过农商行四楼；电话：
18653067197)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0 日
内到本委金融仲裁中心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仲裁公告
刘波涛：

菏泽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支行与被申
请人你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菏仲字第 465号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当事人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授权委
托书(空白)、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选任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
9 时在本委金融仲裁中心(地址：菏泽市丹阳
路图书大厦对过农商行四楼；电话：
18653067197)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0 日
内到本委金融仲裁中心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仲裁公告
冷效晨：

菏泽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中支行与被申
请人你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菏仲字第 470号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当事人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授权委
托书(空白)、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选任仲裁员及组庭方式的函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5 日
15 时在本委金融仲裁中心(地址：菏泽市丹阳
路图书大厦对过农商行四楼；电话：
18653067197)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0 日
内到本委金融仲裁中心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菏泽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 告
济南舒英特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付海霞与你单位劳动
报酬争议一案。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
根据《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蓬劳人仲案字(2018)第 310 号仲裁
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
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申请人仲裁请求为：支付 2014年 6
月至 7 月工资共 10691 . 5 元。本委定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委仲裁
庭(地址：蓬莱市钟楼东路 182号)开庭审
理此案。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
审活动，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蓬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 告
东营市华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维荣、杨依依与你公
司拖欠工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等
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
依法向你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李元华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本委定
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4 时 30 在本
委仲裁庭(地址：山东省广饶县乐安大
厦西辅楼 218房间) 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并定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后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广饶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 告
山东昊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潍坊
喜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
申请人山东昊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请被申请
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会领取(2017)潍仲裁字第 0409
号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潍坊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 告
郭祯：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王庆言与你之
间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潍仲
字第 0468号。因以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答辩通知书、潍坊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名册、潍坊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限
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你的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次日起 15 日内，选
任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次日起
10 日内。公告期满之次日起第 11 日本
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
成后的 5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及
出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 2018年 9月 11
日上午 9 时，地点为潍坊仲裁委员会仲
裁庭。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潍坊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