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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林：本院受理原告黄涛与被告郭培林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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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郭培林：本院受理原告张琴与被告郭培林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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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李鹏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302 民初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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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李鹏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302 民初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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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王海东：本院受理原告高玉萍与被告王海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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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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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汪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天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302 民初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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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王永：本院受理原告陶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302民初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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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翟所法：本院受理原告石丽花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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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山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张洪波：本院受理原告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耿剑、李成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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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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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山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陈京涛、白芹、陈勤喻、陈俊玲、陈根：本院受理

原告淄博淄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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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龙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王学功、张玉杰、李其刚、刘赞章、于建凤：本院

受理原告淄博淄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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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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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14 时 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
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许怡：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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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逯义：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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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王士玉：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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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
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崔军波：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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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
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刘吉霞：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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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
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王滨：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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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李敏：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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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陈祥俊：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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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
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纪换东：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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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
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周刚：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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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姜庆：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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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贾柯：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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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吴亮：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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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姚翔宇：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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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胡珀：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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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孟波：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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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邹平盛强贸易有限公司，李业强，山东邹平博诚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邹平华洋贸易有限公司，邹平县
玉碳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 民初 3177 号案件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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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日上午 9:1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宏盛达板业有限公司，山东宏升新型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澳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穆兆
鹏，魏艳:本院受理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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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号案件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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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宏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宏升新型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澳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穆
兆鹏，魏艳:本院受理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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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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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邹平华洋贸易有限公司，赵洪森，邹平盛强贸易

有限公司，邹平县玉碳商贸有限公司，毛其宝，山东
广圣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民初 3180号案
件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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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日上午 9:2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济南国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光明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济南久润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山东银座置业有限公司、济南国能科技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驳回原告
济南光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济南久润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被告山东银座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济南
国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鲁 0104民再 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八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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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李兆林:本院受理原告李鹏与被告李红、李静、李

兆林、李兆水第三人撤销之诉(继承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八法庭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王梓冰、谢文娟、张杉、陈勇、隋荣:本院受理再审

申请人王梓冰、谢文娟与被申请人曹洪国、原审被告
张杉、陈勇、隋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八法庭领取民事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钱云民、孔凡芬、钱云进、山东三正大家电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王承学与被申请人钱云
民、孔凡芬、原审被告山东三正大家电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上诉状，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第十八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泉林集

团有限公司(原名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程少
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诉你们(2018)鲁 01 民初 941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一
宗、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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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瑞: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林与被告郭为清、高瑞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鲁 0112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限被告郭为清、高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王志林劳务报酬 222000 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30元，
由被告郭为清、高瑞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彩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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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高瑞:本院受理原告王蕾与被告郭为清、高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112民初 7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限被告郭为清、高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王蕾借款本金 5万元；二、限被告郭为清、高
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蕾逾期利
息(以 5万元为基数，自 2015年 6月 12日起至判决生
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元，由被告郭为清、高瑞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彩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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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宋庆伟、张巍、济南昌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开元支行诉你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鲁 0102民初 6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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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杨邦永:本院受理原告魏云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原告魏云要求被告杨邦永按照(2015)崇港民初字
第 0048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依法给予原告位于崇川
区骏和棕榈湾 3幢 602室被告本人未还贷款部分共计
41006 .47 元，从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9月份止。现本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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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原告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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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
午 9 时(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姚家法庭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康娜:原告山东南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0112民初 49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解除原告山东南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康娜
于 2015年 4月 16 日签订编号为销售(字)201513546479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二、被告康娜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南融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违约金 166561 . 2元。三、被告康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山东南融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34368 元。四、第三人郭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腾空并返还原告山东南融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名辉豪庭二期 13
号住宅楼 2 单元 603 号房屋。五、驳回原告山东南融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128元，保全费 4684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康
娜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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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郓城县宏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郓城县恒源工

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山东瑞丰搪瓷制品有限公司、
郓城宏远肠衣有限公司、菏泽开发区联友贸易有限
公司、王秀宽、夏爱连、赵继涛、闫继存、王国英、侯卫
红、尹楠、王萌: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国信典当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3 民初 784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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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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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宽、夏爱连、郓城县宏发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郓城县恒源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山东瑞丰搪
瓷制品有限公司、郓城宏远肠衣有限公司、菏泽开发
区联友贸易有限公司、赵继涛、闫继存、王国英、侯卫
红、尹楠、王萌: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国信典当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3 民初 785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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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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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郓城县恒源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郓城县宏

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瑞丰搪瓷制品有限公司、
郓城宏远肠衣有限公司、菏泽开发区联友贸易有限
公司、王秀宽、夏爱连、赵继涛、闫继存、王国英、侯卫
红、尹楠、王萌: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国信典当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3 民初 785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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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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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山东绿灯行小微企业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鲁 0103 民初
4120 号，原告冯爱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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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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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山东绿灯行小微企业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鲁 0103 民初
4118 号，原告梁平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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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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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州市嘉能煤矿设备有限贵任公司、滕州市大

地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美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春之声实业有限公司、郭继德、王子荣、郭朋飞、
郭冬梅、郭朋云、张作芹：本院受理上诉人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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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鲁
01 民终 255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秦伯刚、陈玉芝:本院受理原告董万芬与被告秦

伯刚、陈玉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191 民初 250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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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环、吴延平、班风玉、孔范成:本院受理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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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12 民初 475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李桂
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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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元；二、被告李桂环支付原告济南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城支行截至 2017年 10
月 20 日的利息 26745 .28元；三、被告李桂环支付原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城支行逾期利息
以 1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10 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月利率 8 . 025‰上浮 50%计算；四、被告
吴延平、班风玉、孔范成对上述借款本息在最高限额
15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李桂环追偿。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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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济南德富凤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凤海、张博

涵、庞媛媛、黄经伟: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华森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开庭传票、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原告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姚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吕茂风、吴永泉、山东卫康消毒杀虫有限公司:上
诉人张彦就(2017)鲁 0102 民初 5998 号民事判决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聂祥富:本院受理冯洋洋诉聂祥富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13 民初 179 号民事判决书“不准冯洋洋与聂祥富离
婚。”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少审庭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山东文莱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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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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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文莱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铁

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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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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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远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孙

克方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
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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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0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方平昇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如云诉你们信托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102民初 3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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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日上午 9:0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国

香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张国香称，其夫田
经玉，1965年 8月 24日出生，山东济南人，于 2012年
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下落不明人田经玉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田经玉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田经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田经玉情
况，向本院报告。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张成立:本院受理山东省吉利汽车超市有限公

司、济南世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济南润佳纺织制
品有限公司、张成立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2018)鲁 01 民终 32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兴：本院受理原告伍琼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陈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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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盛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

壹张丢失现公告。票号 10200052 24429491，票面金额
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7 年 4 月 21 日，到期日期
2017年 10月 31 日，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滨州滨北支
行，出票人为滨州三元家纺有限公司，收款人及最后
持票人为申请人山东盛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判决上述票据无效。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合岐：本院受理原告卜小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婚生女刘一鸣由原告抚
养；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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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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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年 11 月 23 日上午 8 时
50分在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艳清：本院受理原告高健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02民初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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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葛秀宇：本院受理原告滨州市滨城区海峰租赁

站与被告葛秀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2 民初 1534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金文鑫啤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山东鲁
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德银、石春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金文鑫啤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山东鲁
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德银、石春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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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明集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顺源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平县

顺达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
鲁 1626 民初 3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邹平县人民法院明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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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博兴县天鹏鸭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邹平县顺达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8)鲁 1626 民初 3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邹平县人民法院明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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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济南天圆地方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滨

州市沾化区珺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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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无棣县鑫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诉你、滨州市地方税务局沾化
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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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鲁 1603 民初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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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刘福生、张如新：本院受理平萍、王荣国、王秀

英、王坤柱、王俊涛、王俊泽、王坤尧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240-2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刘福生、张如新：本院受理尹献国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2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刘福生、张如新：本院受理刘同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2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姜岩岩：本院受理郭永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3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丁培栓、马婕：本院受理郭金玲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3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乔爱英：本院受理范连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刘建鹏：本院受理王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3
民初 4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沾化一龙密封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东思

恒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1603 民初 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江苏中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信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滨州第二分公司、雍飞：本院受理原
告吕明武、李志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03 民初 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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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张旭庆：本院受理原告苏鹏飞与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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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张旭庆：本院受理原告孙庆泽与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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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孙波：本院受理原告张海宾诉你,孟立群,王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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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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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徐大林：本院受理付玉信诉你、付有杰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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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第 6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下洼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陈宏：李清梅对泰安市岱岳区法院(2018)鲁 0911

执异 96 号执行裁定不服提出复议，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复议申请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孙克朝、孙振庆、焦俊新:本院受理焦俊旺上诉山

东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你们做为原审被告。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嵘：本院受理原告张树国诉你及徐雪香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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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明县人民法院
孟齐、许报：本院受理原告郭龙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鲁 1722 民初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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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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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县人民法院
枣庄金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钧锐：本院受理

上诉人雷井海与你们、被上诉人王艳云工程款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 民终 1315 号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审
务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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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奇、周金汉、梁辰: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厚华与被

上诉人李强、原审第三人王奇、周金汉、梁辰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鲁 04 民终 1045 号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开庭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段本桂：本院受理原告孙素素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1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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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齐雪：本院受理原告魏亮诉你和枣庄市明珠

建筑有限公司、枣庄春晓置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民初 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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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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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旭明、枣庄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雷：

本院受理原告张宗伟诉你们和魏学东、孙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市中民初
字第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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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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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国、马夫芹: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韩帮凯与原

审被告张立国、马夫芹、再审第三人曹瑞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鲁 0402民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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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孙景银、山东奥林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孟庄法庭

移送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王磊申请对提交的
2013年 12月 20 日欠条下部日期的形成时间、提交的
欠条下部日期是否由同一人书写、提交的欠条下部
的日期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等文字鉴定项目进行司
法鉴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送
达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10
时在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技术室组织当事人选择
专业机构。届时请携带有关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准时参加，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党政：本院受理原告华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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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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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市东港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枣庄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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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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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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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2014年 12月 2日，本院受理山东枣庄翔豹制衣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山东枣庄翔豹制衣有
限公司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在枣庄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将名称变更为山东翔豹集团有限公司。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5 日裁定申请人山东枣庄翔豹制衣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主体变更为山东翔豹集团有限公
司(原山东枣庄翔豹制衣有限公司)。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勇军、王二妮：本院受理原告徐雪东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鲁 0402民初 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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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吕栋:本院受理原告枣庄市蓝山渔港餐饮有限公

司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402 民初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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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学庆：本院受理原告高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0403 民初 13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陶庄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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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马运平、刘美华：本院受理原告杨健诉你们、张

传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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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陶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马运平：本院受理原告杨健诉你、张传省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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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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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陶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袁玉清、郭士花、袁辉奇：本院受理原告高辉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鲁 0403 民初 3123 号民事上诉状(袁玉清、郭士
花)及(2017)鲁 0403 民初 3124 号更正民事裁定书(袁玉
清、郭士花、袁辉奇)，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项涛：本院受理原告韩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403 民初 6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 60 日来本院邹坞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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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枣庄市品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侯峰诉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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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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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临山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吴芹军：本院受理原告李翠侠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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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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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陶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孙忠妹：本院受理原告刘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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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
午 1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邹坞中心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祁洪卫：本院受理原告王宏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鲁 0403 民初 68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来本院邹坞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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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高裕意、赵国防：本院受理原告燕桂英、刘红、卢

庆婷、卢庆臣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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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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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临山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刘大耐：本院受理原告张运珍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403 民初 6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陶庄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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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张见迁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81 民初 1985 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滕州市人民法院
董宪照、黄效华：本院受理原告魏成文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鲁 1702 民初 33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牡丹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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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臧稼轩、菏泽市凝香旭业食品卫生有限公司、臧

殿光、陈景云、韩俄生、陈盼云：本院受理原告任磊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鲁 1702 民初 4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牡丹法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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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冀现瑞：本院受理原告田建红诉你房屋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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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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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鄄城县人民法院
山东恒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省鄄城县

地方税务局以你公司无经营收入多年、负债率较高、
无力缴纳所欠缴税款为由于 2018年 6月 9日向本院
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予以立案审查。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公司如对申请有异议，
应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
附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裁定
受理山东省鄄城县地方税务局的破产清算申请。

鄄城县人民法院
冀现瑞、闫红丹：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圆融置业有

限公司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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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六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鄄城县人民法院
张小平、张小肖：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莱芜市钰

友工贸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你方为(2017)鲁 1203 执 82
号案件被执行人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203 执异 13 号】追加申请书副本、传票、案件受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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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十五日上
午 09: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刘洪涛、苗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薄海军申请

追加你方为(2017)鲁 1203 执 77 号案件被执行人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203 执异 14 号】
追加申请书副本、传票、案件受理和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十五日下午 15: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李云、张恒栋、赵贯栋、高传英：本院受理原告孟

庆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鲁 1203 民初
679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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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颜庄法庭 2 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沈小平、许文录：本院受理原告刘明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鲁 1203 民初 663 号】，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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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 4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颜庄法庭 2 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王雪梅、李国石、张振良、莱州创盛数控机械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山东汇锋传动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追加你方为(2017)鲁 1203执 99 号案件被
执行人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203 执
异 5号】追加申请书副本、传票、案件受理和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十五日上午 09: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首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山东银河丝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与破产有关
的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鲁
12 民初 1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卓庆学：本院受理的原告吴佩霞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东省莱
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 1203 民初 28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不准予吴佩霞与卓庆学离
婚。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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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李家乐：原告孟光进、孟光山诉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孟光进、孟光山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
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许孟光进、孟光山
撤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203 民初 243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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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辛继军、刘纯彬：本院受理原告徐靖宇诉你们、

房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辛继军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徐靖宇借款 50000元；
刘纯彬对上述其中借款 2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驳回徐靖宇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1203 民初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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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莱芜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李小勇：本院受理原告侯程孔与你、栾尚伟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分别为：(2018)鲁 1203 民初
177、217 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203 民初 177、2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颜庄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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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常延国：原告莱芜莱城口镇法律服务所与被告

常延国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18)鲁 1203 民初
391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1203 民初 3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常延
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莱芜莱城口
镇法律服务所代理费 17800元及利息 1000元。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郑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
鲁 1203 民初 47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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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5: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卢兴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鲁
1203 民初 48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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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刘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
鲁 1203 民初 49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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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刘纯彬：本院受理原告刘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8)鲁 1203 民初 66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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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上午 09: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孙国超、刘晓军、蒋玉山、于建兵、刘霞、安海洋、

张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芜钢城支行诉你们及莱芜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安超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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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颜庄法庭 1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侯方艳、王志法、刘丽军、张英杰、田君平、黄政、

邓宏梅、付海兵、张海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们及莱芜华达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超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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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颜庄法庭 1 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陆晓民、杜宪泉、林学连、张红梅、田永凤、赵中
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
城支行诉你们及莱芜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
超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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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 1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颜庄法庭1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高秋风、崔亚强、李晓冉、王保池、邹丽华、仲光

成、伊廷杰、孟燕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们及莱芜华达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安超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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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颜庄法庭 1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何磊、陈涛、周禹秀、刘文强、王新强：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
们及莱芜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超凡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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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颜庄法庭 1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袁世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莱芜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安超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鲁 1203
民初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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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兹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审理，届
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苏秀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莱芜钢城支行诉你、莱芜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安超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鲁 1203
民初 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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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兹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审理，届
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刘皓：原告段元玉与被告刘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8)鲁 1203 民初 64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203 民初 6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刘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偿还原告段元玉借款本金 10000 元及利息(以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月 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吴茂旭、任艳梅、吴茂举、毕经花、王玉银、刘勤

芝：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茂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17)鲁 1202 民初
48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牛泉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钟恒福(曾用名：钟恒玉)：本院受理原告景永春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鲁 1202 民初 182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羊里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
级人民法院。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孙长增、彭春玲、韩传泉、刘俊、李丰培、曹绘苹、

苏德军、王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及被告张明国、程春梅、王麦之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鲁 1202民初 40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一份。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赵志英：本院受理原告白海成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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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羊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黄斌、陈咏梅：本院受理原告李庆国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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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羊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冯桂兰(37090219430215152X)：原告吕济全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及上网公布告知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莱城工业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狄勇(350204196911122038)：本院受理原告牛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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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鲁 1202民初 39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莱城工业区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王加彬(370919196105301214)：本院受理原告朱应

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鲁 1202民初 44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莱城工业区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王会珍：本院受理原告张甲利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要求与你方离婚；婚生子由原告抚养，你方支付
抚养费；依法分割共同财产。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张峰、朱立臣：本院受理原告李玲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鲁 1202 民初 31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莱城工业区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刘纪松、任会：本院受理原告刘文凯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鲁 1202 民初 4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莱城工业区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焦长银：本院已受理原告张全、刘晓奉诉你

(2018)鲁 1202 民初 1597 号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张
全、刘晓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 . 判令焦长银偿
还原告代偿款 657000 元及利息;2 . 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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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届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开庭日届满。并定于提交答
辩状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王庆：本院受理原告周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202 民初 3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牛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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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吴修学：本院受理原告孙庆全诉你所有权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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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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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莱城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许振强、许红燕、山东莱福茶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卢会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202民初
9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第八审判庭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许振强：本院受理原告亓立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1202 民初 98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八审判庭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范娜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202民
初 7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羊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吕军华(370919196808100822)：本院受理原告邹海
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上网公
布告知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九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莱城工业区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卢诗超、王桂勤、张啟冬、亓顺兰：本院受理的

原告山东莱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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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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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卢诗超、王桂勤、张啟冬、亓顺兰：本院受理的原

告山东莱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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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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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张啟冬、亓顺兰、卢诗超、王桂勤：本院受理的原

告山东莱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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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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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 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莱芜市天龙家具有限公司、王会清、石玉红、王

爽：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莱芜分行与被执行人莱芜市天龙家具有限公
司、王会清、石玉红、王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依法公告送达(2017)鲁 1202执恢 303号执行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执行一庭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李春森、荣成市腾跃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姜福民与被告于海、李百健、第三人李春森、荣成
市腾跃置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
你们住址不详，无法直接或留置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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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继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刘小玮、刘育成：本院受理原告姚巽与被告胡春

然、刘小玮、刘育成、刘桂堂、邵维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住址不详，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被告胡春然偿
还借款 100 万元并支付律师费 47900 元及相应利息;
其他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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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温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刘德启、刘翠苹：本院受理原告威海信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德启(曾用名刘德起)、刘翠苹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 86136 . 8 元并支付律师
费及相应利息)、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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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温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于双庆：本院受理原告刘镯与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鲁 1002 民初 2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为：被告于双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刘镯精神损害抚慰金 3 000元、医疗费 89 879元
(含后续治疗费)、交通费 500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2
400 元、残疾赔偿金 1 861 元、被扶养人生活费 3 536
元、鉴定费 2 860 元，共计 104 036 元。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羊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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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威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杨建刚：本院在审理原告威海龙威旅行社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住所不详，根据其他方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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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
付原告款项 51786 元及利息(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
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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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韩保卫：本院受理原告刘继明与被告韩保卫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
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02 民初
13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
费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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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韩保卫：本院受理原告魏明爽与被告韩保卫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住
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02 民初
13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
费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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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陈良、丛芹滋、陈威全、丛生滋、威海弘发日用品

有限公司、威海基弘塑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广东与被告陈良、丛芹滋、陈威全、丛生滋、威海弘发
日用品有限公司、威海基弘塑胶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住址不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002 民初 1280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本息 231 000 元及逾期利息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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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丛拂晓、刘桂宏、威海凯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与被告丛拂晓、刘桂宏、威海凯
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002 民初 1286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
款本息 163 827 元及逾期利息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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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威海建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梁

美红与被告威海建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
金 164 633 . 23 元及利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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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
日上午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温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范廷水、范廷江、范威：本院受理原告林君涛与

被告范廷水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住址不详，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20 万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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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温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申在伟：本院受理原告王辉与被告申在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要求被告偿还
借款本金 3 万元及利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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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
日上午 9 时 0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温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张红娇：本院受理的原告孙磊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83 民
初 1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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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乳山市人民法院
乳山市歌乐迪歌城：本院受理原告耿翠华诉你

单位(2018)鲁 1083 民初 1194 号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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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乳山市人民法院
于喜开：本院受理的倪德强诉你居间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既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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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在
本院经区法庭第一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乳山市人民法院
毛加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威海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住
址不详，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魏娣、魏珂、郭庆花：本院受理原告陈现利、陈现
荣、陈丙让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送达(2016)鲁 1326 民初 460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邑县人民法院
杜启乐、张道丽、杜凤银、杜凤坡：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郯城汉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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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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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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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郯城县人民法院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郯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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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及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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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崔正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郯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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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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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杜青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郯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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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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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刘号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郯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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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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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赵凤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郯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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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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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周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郯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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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及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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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王耀：本院受理原告张守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327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十字路法庭领取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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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
民法院。

莒南县人民法院
刘喆：本院受理原告兰陵县味滋佳食品有限公

司诉你商标权权属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3 民初 369 号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 9 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4 审判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瑞康海参店：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欣马酒业有限公司诉你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3 民初 277号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点(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 14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沂南县顺丰综合商店：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张裕

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3 民初 273号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点(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 7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晨、张方华：本院受理原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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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郯城县人民法院
崔涛、刘西艳：本院受理原告孙廷民与你们(2018)

鲁 1329 民初 1198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第一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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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沭县人民法院
林凡杰：你因与杨自和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3 民再 90 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树祥：本院受理上诉人赵德跃与被上诉人王

沛玲、李树祥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鲁 13 民终 27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永丰纸业有限公司、周玉芹：本院受理你方

与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魏秀刚、方凤
娟、山东立晨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3 民终 282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圣荣(女，公民身份号码：372833196408222728)：

本院受理原告王友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1329 民初 1285 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本案按
原告王友申撤诉处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临沭县人民法院
山东东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临沂北城置业有限公司诉你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3 民特 2 号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点(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同三矿业有限公司、山东久鸿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张厚峰、刘召刚、孟凡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诉你、青岛利源好集团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鲁 13 民初 284 号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 9 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9 审
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沂西蒙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湖南和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第三人金
沂蒙集团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鲁 1329民初 1636
号判决书，判决你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南
和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项目款 370 . 4 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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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沭县人民法院
侯素红、闫松：本院受理的你与临沂鲁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4 日作出(2016)鲁 13 执 189 号执行裁定
书，终结本案执行，现行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凯：本院受理原告张波诉你、田洪然返还财

产纠纷一案，上诉人田洪然就(2017 )鲁 0685 民初
1895 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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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招远市人民法院
陈坤、蒋青龙：本院受理原告陈雪梅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鲁 0685 民初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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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招远市人民法院
徐奎萍：本院受理原告王亚宁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鲁 0687民初 116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小额速裁庭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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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阳市人民法院
吕清林、吕亚静：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钟华强因与

被上诉人王利章、吕清林、吕亚静第三人撤销之诉(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鲁 06 民终 16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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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拍卖时间：2018年 7月 19日上午 10时
拍卖地点：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区

支行
拍卖标的：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享有的下列债权：
王宝如 1988年至 1992年在南张庄支行

贷款 3 笔金额 9 . 2 万元，截至目前，仍拖欠
贷款本金 50230元及利息。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
拍卖日前一日，有意向者可向山东费县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了解详
情。

意向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保证
金(不计利息)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 17 时前
(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

联系电话：
0539-8135277 13853900367
公司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路 121

号
临沂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催收公告
2011 年 5 月 18 日王克安在

徐祥浩处借款 15 万元,连带担保
人为王志刚、王博士、刘尚银、周
清、枣庄金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
司、滕州市金恒升建材厂、滕州市
顺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以上
借款人、担保人没有按签订的借
条、借款连带担保责任书约定履
行还款义务,现予以公告催收,请
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权利继承人
自公告之日起与我联系 ,履行义
务。如不归还,将依法保留诉讼权
利。
特此公告。

催收人:徐祥浩
2018 年 7 月 10 日

催收公告
2011 年 4 月 30 日王传洋、

滕州市利国装载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在徐祥浩处借款 30 万元,连
带担保人为孙伟、路亮、王志虎、
吕建军。因以上借款人、担保人
没有按签订的借条、借款连带担
保责任书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现
予以公告催收,请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权利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
与我联系 ,履行义务。如不归还 ,
将依法保留诉讼权利。
特此公告。

催收人:徐祥浩
2018 年 7 月 10 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刘永全，男，身份证号：

370782198809117418，因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第 2 款规定，决定自

2018 年 7 月 5 日起与你解除

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山东泰森大龙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