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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2017 年 8 月，徐某到法院立案申请
宣告其女儿徐某某死亡。徐某称，其女儿徐某某
1998 年出生，患有先天性智力残疾，没有生活
自理能力。2013 年 5 月，徐某某因家中老人看
管不慎走失，经多方寻找未能找到。2015 年，徐
某曾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法院作出宣告徐某
某为失踪人的判决，现徐某向法院申请宣判徐
某某死亡。
【审理】法院受理后，在《人民法院报》上刊

登了寻找徐某某的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公告期
内，被申请人应向法院申报本人地址及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人将被宣告死亡。有
知悉下落不明人情况的，亦应向法院报告情况。
2018 年 9 月，一年公告期限届满，仍然没有下落
不明人徐某某的信息，徐某某应当依法被宣告
死亡，但此时人民法院无法与申请人徐某取得
联系。
【评析】本案疑难之处在于，申请人无法联

系时是否应作出宣告死亡判决，以及宣告死亡
判决书是否应该公告送达。

首先，关于是否能依法作出宣告徐某某死
亡的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
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
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
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
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
回申请的判决。”申请宣告公民死亡案件采用特
别程序处理，并未规定需申请人到庭并经开庭
审理程序，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是否得到确认即
可作出相应判决。如公告期届满后，仍然无下落
不明人的信息，人民法院即可依法作出宣告下
落不明人死亡的判决。有观点认为，申请人下落
不明的，可以参照普通程序原告经传唤未到庭
即按撤诉处理的情况，裁定终结案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作出判决前，申请
人撤回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案件，但
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加入程序要求
继续审理的除外。”该条规定确定了申请人撤回
申请的处理方式，但申请人下落不明不能等同
于申请人撤回申请，且也没有申请人下落不明
参照普通程序按撤诉处理的相关规定。

其次，关于宣告死亡判决书是否需要经过
公告送达程序。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宣告死亡
的判决书需经公告的明文规定。同时，参照寻找
下落不明人公告或者普通程序设置判决书的公
告程序并无意义，其不能产生诸如文书生效等
法律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
《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

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其
死亡的日期；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
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法院作
出宣告死亡判决之日即是被申请人死亡之日，
该判决为一审终审。通常情况下，只需送达申请
人，即可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

我国法律中曾有过宣告死亡判决书需要公
告的规定。1988 年通过并试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36 条第一款规定：“被
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
判决书除发给申请人外，还应当在被宣告死亡
的人住所地和人民法院所在地公告。”该条法律
规定了判决书应当公告，但其与《民法总则》第
四十八条明显存在冲突，已不应再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公告尤其是通过在报
纸上刊登公告，必将产生一定费用，会给申请人
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不符合当前司法为民的
司法精神。在公告程序非法定必经程序的情况
下，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要求申请人缴纳费用进
行公告程序。

综上所述，宣告死亡的判决书通常情况下
不需经过公告，但应根据申请人的送达地址确
认书进行送达，如申请人无法联系且无送达地
址确认书，则应该对申请人以公告形式进行送
达。 仇忠浩

宣告死亡判决书是否需要公告
【案情】2015 年 4 月，被告李某从原告王某处

借款 10 万元，约定月息一分，借款期限为一年。借
款到期后，李某未能按期偿还借款。2017 年 2 月，
李某因拖欠案外人张某欠款，名下车辆被查封。后
原、被告及张某达成三方协议，由王某代李某偿还
其欠张某借款，涉案车辆归王某所有，三方债务全
部结清，由李某协助王某办理过户手续。同日，王
某支付相关款项并将涉案车辆开走。在办理过户
手续时，王某发现李某又因拖欠他人欠款导致该
车再次被查封，无法过户。王某因此拒绝履行原先
的三方协议，并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履行还款义务。
李某则主张因三方早已签订顶账协议，涉案车辆
也已经交付王某，双方债务已经结清。

【分歧】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车辆所有权是
否已经完成转移，对此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
认为，车辆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机动车作为特殊动
产，在未办理登记的前提下，不导致车辆所有权的
转移。第二种意见认为，车辆所有权已经发生转
移。机动车虽是特殊动产，但仍采取交付生效主
义，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生效要件，并非所有权
转移生效要件。
【评析】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
抗善意第三人。”从该条规定的字面来看，并未规
定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需

要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仅仅表明未经登记的特
殊动产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
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对于机动
车等特殊动产，仍采取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
效要件，而登记仅为对抗要件。因此，在实践中，如
果双方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将动产实际交付，
就应当视为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

其次，《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一个不完全的
条文，对于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而言，其物权的设立
和转移应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对于受让人而言，
要想取得物权，除了实际占有动产外，还需要支付
合理的对价。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
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
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
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
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再次，依据上述规定，司法实践中机动车等特
殊动产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只要完成了合法
交付，受让人就已取得了所有权。虽然该所有权在
效力上存在一定欠缺，但本着物权优先于债权的
基本原理，其权利即便没有登记，仍优先于其他债
权，能与其相较量的也应是与其地位相当的权利。
因此，对于因一般债权起诉所引起的查封、扣押、
冻结，不能对抗在前的物权。 郑磊 王阳

关于机动车等特殊动产所有权转移的认定

冯义吉、高 洪香、潍坊汇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山东龙楷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41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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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姜德智、王利香、王汝富、蒋世芳：本院依法受理

原告山东龙楷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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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刘凤、刘娟、孙淑秀：本院受理原告葛长青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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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5 民初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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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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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庄洪娥、王洪梅：本院受理原告王国春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0705 民初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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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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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马明军、聂相娥：本院受理原告王振路诉你们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
司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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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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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姜继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

中心支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祥竹诉你们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0705 民初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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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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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王中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415 号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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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审判
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段有敏：本院受理原告李慧诉你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鲁 0705 民初 12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梨园法庭领取判决书，判决内容为：准
予原告李慧撤回起诉，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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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刘敏、田百春、徐英杰、田洪聚、李兰美、王建臣、

胡德芹：本院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7)鲁 0705 民初 395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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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宋洪波、孙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潍坊众业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5 民初
32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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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郝永晓、刘冬梅：本院受理原告潍坊众业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5 民初
324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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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田金沙、徐淑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65 号起诉
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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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
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贺同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70 号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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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审判
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刘焕伟、夏秋玲：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3002 号起诉
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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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
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刘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66 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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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审判庭
(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瞿德国、李勤丽：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71 号起诉
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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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
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宋磊、刘海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83 号起诉状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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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审
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解庆东、刘新莲：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68 号起诉
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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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二
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九楼)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王洪昌、裴迎春：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237 号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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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刘淑江、金田英、徐万金、徐桂连、刘淑海、陈友

梅：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59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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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张沈阳、张真真、山东华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潍

坊分公司、山东华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依法受
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7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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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雷奇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国建高创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国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利
中石油机械有限公司、陈家欣、闫凤：本院受理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0705 民初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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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魏文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

坊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8)鲁 0705 民初 210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潍坊捷中建材有限公司、潍坊万尔工贸有限公

司、王国明、陈小青、王名宏、张佩芝、李世军、杨秀娟:
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3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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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杜增东、张秀丽：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467 号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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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李静、隋建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82 号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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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
一审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 A 座九楼)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秦富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980 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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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第一审
判庭(潍坊恒易宝莲金融大厦 A 座九楼)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李峰、王翠、山东省博兴县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龙楷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5 民初 383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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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张成春、潍坊恒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山东世兴
城建有限公司、潍坊恒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鲁 0705 民初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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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管恩鹏、于娅、诸城中天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山东龙楷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705 民
初 38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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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安文杰、韩立娟：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龙楷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25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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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李晓亮、张立良、潍坊正瑞天宏置业有限公司、

潍坊金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3000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
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5 时 0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徐桂武、刘加云、王波、高培叶、辛凯、郭彩梅：本

院受理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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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李海河、徐金秀、闫翠录、李艳、朱孟金、李海波、

李素珍：本院受理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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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孙志仁、胡秀梅：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
初 3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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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孙志仁、胡秀梅、孙彬富、薛君：本院依法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0705 民初 3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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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邹志鹏、刘慧、李佃宝、赵增娟：本院依法受理原

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7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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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许艳丽、王平、杨晓梅、杨晓春、任玉梅：本院依法受

理原告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许艳丽、王平、杨
晓梅、杨晓春、任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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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鲁 0705 民初 105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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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徐刚、刘亚萍：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7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
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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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孙振玺、胡香美：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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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朱海涛、范丽娜：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7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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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于建强、宫翠然：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7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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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王文岭、于成帅、曹艳辉、杨立军、张玉玉：本院

受理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鲁 0705 民初 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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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张守臣：本院受理原告王利利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
初 14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梨园法庭领取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不准原告王
利利与被告张守臣离婚，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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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单娜：本院受理原告范帅诉你探视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鲁 0705 民初
1608 号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本院梨园法庭领取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原告范
帅对婚生子单梓轩享有探视权，每月可探视两次，具
体探视时间、地点、方式，由原告范帅、被告单娜自行
协商。二、驳回原告范帅的其他诉讼请求。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杨连照、单纪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寒亭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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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民初 4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陈效芳、杨传民、潍坊智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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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民初 433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于乃盈：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

分行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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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民初 603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郑伟伟、陈金凤：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寒亭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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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民初 44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鹿连强、山东瑞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诉你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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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民初 215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潍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潍坊凯利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涛、权

学、郑伟、王富成、王运启、朱月侠与你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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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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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经济区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李国辉、单景玲、袁永亮、于丽娟、王滨兆、李国

花、孙明堂、杨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
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703 民初 279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李红兰：本院受理原告聂文申诉被告李红兰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324 民初 383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准予原告聂文申与被告李红兰离婚。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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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兰陵县人民法院
公彦鑫、蒋慧慧:本院受理原告临沂市房地产置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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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鲁 1302 民初 13841 号民事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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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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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
院银雀山人民法庭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周霞:本院受理原告杨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302 民初 2295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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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银雀山人民法庭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陈泓运：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延东支行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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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在诉状中主张:1 、判令
被告陈泓运归还原告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168590 . 11
元；2、判令被告陈泓运支付拖欠利息人民币 10016 . 19
元、本金罚息人民币 1642 . 1 9 元、利息复利人民币
464 . 07 元(截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止)，并支付自 2018
年 7 月 21 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本金罚息及
利息复利，以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168590 . 11 元为基
数按照合同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本
金罚息，以拖欠利息人民币 10016 . 19 元为基数按照合
同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利息复利，
总计诉讼标的为人民币 180712 . 56 元(截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止)；3 、确认原告有权就被告所有的牌号为鲁
YG4441 ，发动机号为 050614093004204PT 的揽胜极光
牌小型越野客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陈泓运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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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 09 时 00 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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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李 小 键 ( 1 3 0 2 3 0 1 9 7 5 0 3 1 8 2 7 1 6 ) 、井 庆 红
(210423198112233020)：本院受理的(2018)鲁 0691 执 471
号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与你二人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二人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0691 执 47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拍卖、变
卖执行裁定书和《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责令你二
人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一、向申请执行人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烟台分
公司支付偿还借款本息 1990771 . 21 元及罚息(自 2016
年 12 月 30 日起以 1900000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2 . 08 倍继续计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3284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二、负担案件执行费用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
利息。三、如三日内未及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李小键名下坐落
于烟台市福山区汇福街 8-95 号、8-96 号、8-97 号、8-
98 号、8-99 号、8-100 号、8-101 号、8-102 号、8-103
号、8-104 号十套房地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房产证号
分别为烟台房权证福字第 F010419 号、F010420 号、
F010421 号、F010422 号、F010423 号、F010424 号、
F010425 号、F010426 号、烟房权证福私字 S37466 号、
S37467 号)以清偿债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四法庭摇号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场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定鉴定机构之日起
七日内来我院领取《选择鉴定机构结果通知书》。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蓬莱北驰车轮有限公司、关英杰(公民身份号码

4 1 1 0 8 2 1 9 6 2 1 1 1 7 7 2 1 X ) 、陈 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2 2 0 5 8 2 1 9 7 5 0 3 1 8 1 7 2 6 ) 、崔 英今 ( 公 民身份号码
22242319600423002X)：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被执行人烟台天一
金属制品有限、蓬莱北驰车轮有限公司、李建忠、高
葵、关英杰、陈华、崔英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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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公告送达：一、(2018)鲁 0691 执 254 号执行裁定
书。拍卖、变卖登记在被执行人高葵名下的坐落于蓬
莱市县后路 89 号 3 号楼 2-202 号房屋(权利证号：蓬
房权证集字第 J639 号，建筑面积 96 . 14 平方米)一套。
二、领取《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到本院执行局执二庭领取《选择鉴定机构通
知书》并告知你们相关权利，逾期不到场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鉴定机构之日起七日
内来我院领取《选择鉴定机构结果通知书》，另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 50 日上午 9 时到本院执行二庭领取评
估报告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异议期
为公告期满后第 51 日至 60 日，逾期未提出异议，本
院将依法进行网络拍卖、变卖。拍卖、变卖日期如有
变更以本院发布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https:
//sf . taobao . com/0535/09 户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的拍卖、变卖公告时间为准(本公告限定的
时间均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卓胜楠(37048119920414532X)：本院受理张圣发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特向你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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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判令你偿还借款本金和利
息合计 408000 元，并支付自 2018 年 2 月 16 日起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月利率 2% 计算，并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5 日下午 14 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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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牟伟光、孙茂阳:本院受理原告肖帅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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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沐浴店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莱阳市人民法院
王元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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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沐浴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莱阳市人民法院
张祥筠、任德英：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在诉
状中主张:1 、判令被告张祥筠、任德英归还原告剩
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43803 . 8 7 元；2 、判令被告张祥
筠、任德英支付拖欠利息人民币 1801 . 33 元、本金罚
息人民币 566 . 5 3 元、利息复利人民币 75 . 1 9 元(截
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止)，并支付自 2018 年 8 月 11
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本金罚息及利息复
利，以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43803 . 87 元为基数按照
合同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本金罚
息，以拖欠利息人民币 1801 . 33 元为基数按照合同
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利息复利，总
计诉讼标的为人民币 46246 . 92 元(截至 2018 年 8 月
1 0 日止)；3 、确认原告就张祥筠所有的牌号为鲁
FVG609 ，发动机号为 DH407157 的北京现代牌小
型普通客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4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张祥筠、任德英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9 时 30 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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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于希修、张妍：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在诉状
中主张:1 、判令被告于希修、张妍归还原告剩余贷
款本金人民币 159894 . 4 7 元；2 、判令被告于希修、
张妍支付拖欠利息人民币 9712 . 13 元、本金罚息人
民币 2254 . 4 7 元、利息复利人民币 515 . 4 6 元(截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止)，并支付自 2018 年 7 月 21 日
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本金罚息及利息复利，
以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159894 . 47 元为基数按照合
同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本金罚息，
以拖欠利息人民币 9712 . 13 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
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利息复利，总计诉
讼标的为人民币 172376 . 53 元(截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 止 ) ；3 、确 认 原告就于希修所有的牌号为鲁
F97977 ，发动机号为 27695530263067 的梅赛德斯-
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4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于希修、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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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9 时 30 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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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王子军：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延东支行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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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在诉状中主张:1 、判令
被告王子军归还原告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156865 . 53
元；2 、判令被告王子军支付拖欠利息人民币 7152 . 53
元、本金罚息人民币 1237 . 0 7 元、利息复利人民币
247 . 14 元(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止)，并支付自 2018
年 8 月 11 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本金罚息及
利息复利，以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 156865 . 53 元为基
数按照合同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本
金罚息，以拖欠利息人民币 7152 . 53 元为基数按照合
同约定贷款同期执行利率加收 50% 计付利息复利，
总计诉讼标的为人民币 165502 . 27 元(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止)；3 、确认原告就被告所有的牌号为鲁
F87M87 ，发动机号为 03028440N55B30A 的宝马牌小
型越野客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王子军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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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09 时 30 分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李京涛：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莱山支行诉你及山东万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易转普通)。原告诉称:1 、判决被告一立即向原
告偿还透支资金本金 1 2 3 5 6 3 元 、利息、违约金
27343 . 9 6 元(暂计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以上合计
150906 . 96 元，同时，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至偿还之日
止按合同约定继续支付利息、违约金等； 2、判决被
告二对被告一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 、请求判
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车辆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4 、请求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它相关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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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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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高宇、宋英宁：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莱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
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查封通知。原告诉称:1 、判令
两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截止到 2018 年 5 月 9 日贷款
本金 192448 . 63 元、利息 2923 . 07 元、罚息 119 . 58 元、律
师费 11729 元，总计 207220 . 28 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
告支付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
息及罚息；3 、判令原告对芝罘区园城路 6 号内 28 号
房屋享有优先抵押受偿权；4 、判令两被告承担与本
案相关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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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8 时
30 分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杨东霖、张心美：本院受理林斌诉你们排除妨害

纠纷一案，现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易转普通)。原告诉称:1、判令被告限期对自家卫生间的
渗水点进行维修，排除对原告生活的妨碍；2、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卫生间和厨房扣板更换费用(卫生间 2200，
厨房 2420 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餐厅、卫生间墙面
维修费用(4000 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交
通费(200 元)、勘察费(100 元)、误工费(1000 元)等相关费
用；5、自来水改造费 1750(材料费 1150、人工费 600)；6、
卧室卫生间顶棚维修费 1760 ；7 、书房、餐厅顶棚维修
费 1500 元；8 、阿里斯顿燃气锅炉损毁赔偿 10000 元；
9、书房壁纸损毁更换费 2000 元；10 、卫生间箭牌镜框
损坏赔偿 600 元；11、误工补贴 2000 元；合计 280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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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 09 时 30 分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孙武生：本院受理原告广饶县乐安商贸城保华

建材门市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及书记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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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包括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10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饶县人民法院
张强：本院受理原告孙学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92
民初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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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日照鸢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宋

静诉你单位(2018)鲁 1083 民初 300 号网络购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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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乳山市人民法院
刁福兴：本院受理的原告谭士岭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既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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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乳山市人民法院
孔庆文：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乳山市白沙滩镇

孔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与被申请人乳山市夜明珠灯具
城、原审被告孔庆文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83 民再 1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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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成：本院受理原告王玉东与被告张家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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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6 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张家成给付原告借款 8 万元及利息 1 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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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圣洁：本院受理原告王桂发与被告刘圣洁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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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 58 000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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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晓惠：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生与被告殷晓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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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 108 000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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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勇刚：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生与被告吴勇刚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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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 16 000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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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晨旭：本院受理原告王桂发与被告王晨旭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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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 42 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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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忠：本院受理原告丛培新与被告王永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住所地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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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偿还借款 60 000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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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传晓、韩金芝、侯庆召、侯庆增：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夏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任传
晓、韩金芝、侯庆召、侯庆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18)鲁 1427 民初 154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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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城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丙明、张桂英、李美华：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夏

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427 民初 8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丙明、张桂英偿
还原告本金 199000 元及利息，李美华、张焕新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尹金平、宋祖军、李仁刚：本院受理原告房忠岩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于德忠：本院受理原告高唐县瑞航物流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427 民初 1593 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李振强：本院受理原告赵振如诉被告李振强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427 民初 1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王晓艳：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忠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425 民初 156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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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齐河县人民法院
陈秀兰：本院受理(2018)鲁 1425 民初 1622 号原告

王祥海诉你及孟令新、张静、王兴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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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光洪涛：本院受理窦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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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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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刘从弟：本院受理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425 民初 82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付峰、颜文霞、张荣勇、崔建国、于德军、赵宁：本院

受理原告山东齐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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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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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晏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齐河县人民法院
郝良杰：本院受理原告李保军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425 民初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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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张钦文、陈晓霞：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军、李敏
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翠芹、孙艳荣、张保军：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

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鲁 1722 民初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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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张保军、孙艳荣、孙翠芹：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

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鲁 1722 民初 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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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何增荣 本院立案执行的李丽申请

执行被执行人宋邦越、何增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经常居住地不详，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津 MCC888 号别克牌汽车估价报告。如对本
估价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评估申请，并交纳评估费，本院技术
室将委托评估机构再次对上述车辆进行评估。逾期
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在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已评估车辆。拍卖时
间以拍卖网络平台时间为准，不再另行通知。

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李凯、张岩、赵国兴。本院立案执行的

王煜枝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李凯、张岩、赵国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至今未履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402 执 803 之二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你位于德州市德城区新湖家园小
区 2 号楼 2 单元 4 层 6 号房产，及房产占用范围内的
土地使用权)、委托评估选择专业机构通知。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五日内到本院技
术室办理选择评估机构手续。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德州市红展商贸有限公司、刘永梅：本院受理的

申请人德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德州市红展商贸有限公司、吕志文、殷春华、徐辉、刘
永梅公证债权纠纷一案，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依据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德众信证经字第 3172 号公
证书及(2017)德众信证执字第 45 号执行证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02 执 802 号拍卖执行裁定
书，拍卖被执行人吕志文、殷春华、徐辉、刘永梅所有
位于德州市新湖南路 81 号土地[产权证号：德国用
(2013)第 019 号)]及房产(产权证号：S97690 、G40663 、
G40662 、G40664 、G41463 、G41462 、G41461 、S98750)。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责令你们到本院技术室选
取评估机构，逾期视为送达。并在选取评估机构之后
十五日后(如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
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于领取评估
报告书后 10 日内向我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不影响
评估拍卖程序的正常进行。

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毛绪文：本院受理赵怀停诉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983 民初 4161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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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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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肥城市人民法院
刘爱霞：本院受理原告张夫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鲁 0982 民初 13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不准原告张夫生与被告刘爱霞离婚。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果都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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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泰市人民法院
赵新松：本院受理原告张荣美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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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胡集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岳桂玲：本院受理原告郝友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温店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闫守芳、黄连云：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国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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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温店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张文财(张文才)：本院受理原告杨梅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鲁 1622 民初 2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温店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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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信县人民法院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王 域 ( 身 份 证 号 码
370103196110315018)：

你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向公寓
提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假证明
单，以患原发性高血压病为由，请
休病假 14 天，在未经得我公寓的同
意下，私自旷工，期间公寓多次以
电话及微信、短信通知你来上班，
也不回复，不来上班。你和我公寓
签订的劳动合同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到期，经公寓研究决定，与你终
止劳动合同，现通知你三日内到公
寓办理相关劳动手续，逾期未办理
产生的后果，由你自行承担。特此
通知。

济南市绿苑福鼎老年公寓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
郭传熙已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将所持有的胶州市人民
法院(2016)鲁 0281 民初 3030 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对青岛
三龙湾园林有限公司、青岛万
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王锴、
王大华、青岛芳华化纤纺织有
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及该债权
项下所有权利依法全部转让
给 张 美 玲 ( 身 份 证 号 ：
370281198712104641)。

特此通知。
郭传熙

2018 年 10 月 10 日

通 知
赵 斌 ( 身 份 证 号

3701241991XXXX651X)：

你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起不再

到公司上班，既未说明情况，也未

按公司规定履行任何请假手续，现

已连续旷工 5 天以上，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九条“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的规定，现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546-7770106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

仲裁公告
(2018)济仲裁字第 1401 号

山东华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山东省诚信行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华朴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受理后已组

成仲裁庭。并定于二 O 一八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周五)上午九时三十

分在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开庭

仲裁本案，现依法予以公告。请你

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会领

取(2016)济仲裁字第 1401 号组庭通

知书、出庭通知书，到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 O 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公 告
商河县郭李香调味品经营部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在商河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13701260000256 ，经营场所：山东省

济南市商河县新庄街西段路南，有效

期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

日前，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

查确认，商河县郭李香调味品经营

部已经不在其登记场所经营，不再

符合食品经营许可条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依法撤销

其编号为 JY13701260000256 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

特此公告。

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山东多可爱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菏泽
市曹县青菏街道办事处季庄村)：

你单位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设钢
结构仓库、水房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局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向你单位留置
送达了曹综执听告字[2018]第 201800389 号听
证会告知书。你单位在法定期间内未陈述申
辩，也未提出听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之
规定，本局对你单位依法作出曹综执行处字
[2018]第 20180038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其
他方式未能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予以公告
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超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60 日内向曹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6 个月内
依法直接向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
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 10 月 8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胶州支行与范守富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胶州支行已对借款人李

英所拥有的(2017)鲁 0281 民初 6744

号民事调解书下的全部债权装让

给了范守富。截止 2018 年 9 月 18

日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等共计

683590 . 66 元，应计诉讼费 5167 . 5

元，借款人应支付给范守富的利息

按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借款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范守富履

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胶州支行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法院公告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公 告
曲阜市圣博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曲阜
市金马工矿机械有限公司、曲阜市金
冠制盖有限公司、曲阜中艺工贸有限
公司、靳明柱、李华、靳井涛、孔宪敏、
张良、孔德英：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们之间济仲案字(2017)第 159 号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文书。自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
答辩书并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逾期
未选定或选定不一致将由本会主任指
定的首席仲裁员胡晴欣、仲裁员梁少
宏及仲裁员程兵组成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组、出庭通知书；第 15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逾期则缺
席审理并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胶州支行与范守富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胶州支行已对借款
人张海宇、保证人李英所拥有的
(2017)鲁 0281 民初 6741 号民事调
解书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范守
富。截止 2018 年 8 月 24 日的债权
本金、利息、罚息等共计 741166 . 13
元，应计诉讼费 5433 元，借款人应
支付给范守富的利息按贷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计算。

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借款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范守富履
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胶州支行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序号借款人 借款合同号 本金（元） 利息（元） 转让债权合计 担保人 担保合同号

1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借字 2003 第 38 号 3,000,000 . 00 7,394,951 . 88 10,394,951 . 88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抵字 2003 第 38 号，
邹农银抵字 2004 第补 02 号

2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借字 2003 第 55 号 7,000,000 . 00 21,506,401 . 50 28,506,401 . 50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抵字 2003 第 55 号，
邹农银抵字 2004 第补 01 号

3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借字 2004 第 19 号 6,000,000 . 00 8,773,690 . 54 14,773,690 . 54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抵字 2004 第 19 号

4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借字 2004 第 9 号 7,740,000 . 00 13,920,848 . 92 21,660,848 . 92 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 邹农银抵字 2004 第 9 号

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与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与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批量转让协议》，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已已将其对债权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与与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权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及/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债权清单

注：1 . 债权清单列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和利息余额(货币单位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元)。2016 年 12 月 20 日之后，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因诉讼执行形成的相相关费用由债务人和担保人向

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支付。2 . 债权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3 . 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联系人：孙克娜。联系电话：

15865555534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红星东路北

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 济宁强光经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仲裁公告
武勇刚、孙建华、菏泽市牡丹区满金二
手车评估鉴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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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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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丹阳路图书馆对过农
商银行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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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仲裁公告
张常金、唐兰英、菏泽开发区时代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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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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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丹阳路图书馆对过农
商银行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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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将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0 ：30

(延时除外)公开拍卖翟志伟名下的

一宗债权。

有意向竞买者请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前向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咨询。

地址：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主任

联系电话：0537-4497076

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债权拍卖公告
受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0 ：30(延
时除外)在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翟志伟名下的一
宗债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6
时前前往我公司报名，并将竞买保证金汇至
我公司账户(账户名称：山东丰泰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济南农村商业银行济泺路支行/
账号：9010101106042050001431)，以到账为准，
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于拍卖会前联
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未办理竞买手续者
不予认可。未竞得者 5 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
金(不计利息)。

公司网址：http://www . sdftpm . com/(公
众微信号：sdftpmh)

联系人:崔经理 15688893673
马经理 13365418933

联系电话：0531-68851796
公司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南益名

泉春晓商务中心 404 室
山东丰泰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仲裁公告
陈涛、王凤莲、曾秋月、菏泽源胜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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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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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丹阳路图书馆对过农
商银行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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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王 茂 青 同 志 ( 身 份 证 号 ：

370502198203074836)，你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后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离厂，公司多次与你沟通、联系，
你并未返岗。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
邮寄《通知函》，限期你接到通知函后
五日内返岗，你仍未返岗；后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邮寄《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告知你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决定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并限期返岗办理离职手
续，你至今未回公司。按照《劳动合同
法》及公司规章制度对你做辞退处理，
并于 2018 月 9 月 26 日起与你解除劳
动劳动关系并保留向你追究公司损失
的权利。

请于登报之日起 3 日内回公司办
理解除劳动合同等相关手续，逾期未
办理者公司将依法解除。

山东捷科采油设备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 AAA 企业

银拍公字【2018 】第 150 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0:00 在洪力共享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电
脑端：www . honglipai . net)公开现状拍卖:东风
重型箱式货车 8 辆。整体拍卖，参考价 50 . 592
万元，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详见评估报告。

展示时间、地点：10 月 17 日至 18 日工
作时间在标的所在地进行标的展示，联系电
话：15318800998 袁经理。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6:00 前将竞买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户名：光
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济南
高新支行营业部,账号：218221410029)，保证金
以到达指定账户为准，竞买不成功者，保证
金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每逢周一退款；并持汇款凭证、相关证件及
复印件于 10 月 18 日 17 时前联系我公司、登
录洪力共享拍卖平台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13806333668 0531-88922898
监督电话：13805311336
公司网址：www . sd-yinxing . com
微信订阅号：光彩银星拍卖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资产处置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拟对

合法拥有的陈爱荣、王春利 2 笔债权资产以债权转
让的方式进行处置，债权总金额约人民币 312830 . 82
元，其中本金人民币 41115 . 24 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约人民币 271715 . 58 元(2018 年 9 月 20 日之
后产生的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围内)。

各意向买受人可在公告期内向济南农商银行高
新支行进行咨询，本公告期 3 天。

联系人：丁经理
联系电话：0531-88986276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汉峪金谷 A3-2 号楼三楼
监督电话：0531-88896290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2018 年 10 月 12 日

中国拍卖行业 AAA 级资质拍卖企业

山东正信拍卖公告
鲁正拍公字[2018]第 200 号

我公司将于近期利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
开拍卖如下标的：

1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 时拍卖：鲁
FLT161 别克小型普通客车一辆；竞买保证金
1 万元。

联系电话：16606356225(胡先生)
16606356131(王先生)

2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30 拍卖：废
旧锅炉一宗；竞买保证金 3 万元。

联系电话：16606356237(李先生)
16606356131(王先生)

有意竞买者可与我公司联系、咨询、查看
标的物，并于拍卖日前一天下午 16 时前将保
证金交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开户名：山东正信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农业银行聊城兴
华支行；账号：1585 2801 0400 04103)，并持有
效证件和保证金交款凭证到指定地点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原数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止
展示地点：1 号标的龙口 2 号标的枣庄
山东正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关于吕鲁军限期上班的通知
吕 鲁 军 ( 身 份 证 号 ：

3702851977XXXX0035)：

你自报到后，一直未正常上

班，至今手机停机，无法联系。2018

年 8 月 15 日，我局送达的《限期上

班通知书》由你父亲签收，但你仍

未到岗上班。我单位《加强工作纪

律严肃考勤制度的规定》已在莱

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网站公示，

现再次公告通知你：限你于本通

知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到岗上班，

逾期，我单位将与你解除劳动关

系，予以辞退。

特此通知。

莱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