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全申请人郑来娟与被申请人陶澜、山东万联置业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作出
(2021)鲁 09 民初 22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依据该裁定依法查封对被申请人山东万联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肥城市肥桃路以南，282 乡道(向阳街)以西的万联广
场地上一至四层及地下一层约计 47000 平方米的建筑物查
封(查封价值以 57294900 元为限)。查封期限三年，自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3 日。查封期间，可以继续使
用，但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
其他有碍保全、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协力机械设备成套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嘉之

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协力机械设备成套公司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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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
1 . 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 78334 元；2 . 请求依
法确认被告为案涉购销合同的纳税义务人，判令被告为原
告开具购销合同所购买设备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赔偿
原告因被告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的损失；3 . 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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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韦博语言专修学校、青岛根润立德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周永欣、张健、邵晓军、根润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宝润
达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德阳(法定代理人：王光
伟)与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6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一、被告青岛韦博语言专修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王德阳退还培训费 37210 . 93 元；二、驳回原告王
德阳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怀雨、林平：本院受理原告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与被告刘怀雨、林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17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
解除；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
160288 . 62 元、利息罚息 5872 . 04 元以及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罚息和律师费损失 8928 元；原告对
被告抵押的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诉讼费用共
6059 元由二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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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广东滇来坊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广城诉你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9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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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韦博语言专修学校、周永欣、张健、邵晓军、根润集

团有限公司、青岛宝润达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高迎娣
与青岛韦博语言专修学校、青岛根润立德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周永欣、张健、邵晓军、根润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宝润达
电梯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616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青岛韦博语言专修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高迎娣退还培训费 2233 元；二、青岛根润立德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迎娣退还培训
费 11383 元；三、驳回高迎娣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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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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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郭策、付雪：本院受理原告徐馥洲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起诉要点：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 40 万
元及自 2020 年 6 月 11 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期间的利息
(分段计算：①以 40 万元为基数*年利息 24%*2020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②以 40 万元为基数*年利息
15 . 4%*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期间；)。2、判
决原告对被告 1 名下的用于本案抵押借贷的坐落于胶州市
福州南路 77 号蔚蓝半岛北区小区 11 号楼 1 单元 402 户房
屋【鲁(2017)胶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7410 号】优先受偿。3、判令
两被告偿付咨询服务费 48000 元 . 4、判令两被告承担保全保
险费 900 元、律师费 18200 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
1、2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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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戚健、张盈：本院受理原告张智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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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起诉要点：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00
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 117172 . 60 元(利息以
3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9 月 16 日起按年息 24% 计算至
2016 年 5 月 1 日为 117172 . 60 元)。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
逾期还款利息 343311 . 78 元(逾期还款利息以 300000 元为基
数自 2016 年 5 月 2 日起按年息 24% 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为 309895 . 89 元；以 300000 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 倍暂计算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为
33415 . 89 元，最终应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以上 3 项诉
讼请求金额暂计：760484 . 38 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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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烟台泰隆汽车模具有限公司、唐山德厚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许树林、许倩倩、张维、董光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青岛信文定举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上述被执行人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鲁 0202 执异 39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高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

支行与被告高杰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6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一、被告高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透支消费本金 61164 . 78
元及利息、滞纳金(利息、滞纳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
的标准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被告高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市南支行分期贷款本金 145000 元，利息 28275 元；三、
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梁彦祥：本院受理原告王宗辉与被告梁彦祥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5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梁彦祥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退原告王宗辉名下位于青岛
市市南区镇江路 99 号 3 单元 502 户房屋；二、被告梁彦祥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告王宗辉自 2020 年 11 月 2
日至实际腾房之日按照每年 20000 元计算的租金(房屋占有
使用费)；三、驳回原告王宗辉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润嘉服饰有限公司、董云利：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阳

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与被告青岛润嘉服饰
有限公司、董云利(2021)鲁 0202 民初 3511 号货运代理合同纠
纷一案，该案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
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
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青岛润嘉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
阳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
4557 . 32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4557 . 32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2 月 1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青岛润嘉
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阳喜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支付律师费 5000 元；三、董云利对
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董云利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青岛润嘉服饰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 50 元、
保全费 120 元、公告费 1650 元，共计 1820 元，由两被告负担。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藤渡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世通美嘉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世通美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
被告藤渡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世通美嘉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2021)鲁 0202 民初 5969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依法判令被告藤渡教育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偿还原告青岛世通美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人民币 100000 元；2 . 依法判令被告藤渡教育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偿还原告青岛世通美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逾期还款违
约金，以 1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为 3090 元；3 .
被告北京世通美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
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 . 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
全部费用由被告藤渡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被告北京世
通美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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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0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
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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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珊珊、邵铄婷、张伟、林润东：本院受理原告兴泰和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起诉要点：1 . 判
令四被告返还原告 130 万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以 130 万元
为本金，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同期
LPR 利率计算)。2 .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由四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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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吴玉美、刘永平、刘淑芳：本院受理原告青岛轩瑞置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吴玉美、刘永平、刘淑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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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一、要求
三被告连带返还原售购车款 256939 元，利息 431657 . 52 元；共
计 688596 . 52 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三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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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庭(见院内电子公告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仟亿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杨为海：本院受理申请执

行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路第二支行与被执行人
青岛仟亿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被执行人杨为海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鲁 0202 执异 38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
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金色阳光数码输出有限公司、高治中、王迎春：本

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被执行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鲁 0202 执异 380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徐伟、徐红、王荣秀：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被执行人徐伟、被执行人徐红、被执行
人王荣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 0202 执异 378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于樱、盛泰、于振兴、修志香、青岛海洋有限责任会计师

事务所：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与上述被执行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 0202 执异 377 号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林伟、谭哲强、林芳、青岛肯拉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宋津宇与被执行人林伟、被执行人谭哲
强、被执行人林芳、被执行人青岛肯拉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鲁 0202 执异 376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骥：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本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明支行与被执行人李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 0202 执异 375 号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

分行与被告李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一、被告李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76676 . 57 元及利
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的标准
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晓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分行与被告李晓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一、被告李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39051 . 18
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
的标准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赵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

分行与被告赵民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一、被告赵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141967 . 49 元及利
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的标准
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延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分行与被告李延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一、被告李延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9515 . 93 元
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的
标准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李延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分行与被告李延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3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一、被告李延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49271 . 77
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
的标准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谭慧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分行与被告谭慧祯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一、被告谭慧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81786 . 77
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
的标准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丁锡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市分行与被告丁锡鹏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2 民初 34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一、被告丁锡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本金 47557 . 71
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确定
的标准计算，但合计以每笔未还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为限)；二、驳回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王鑫健：本院受理原告夏桂荣诉被告王鑫健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6370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青
岛市市北区延安三路 36 号 805 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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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青岛汉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贾继闯、孙欢欢：本院受理

原告青岛海文达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青岛汉皇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贾继闯、孙欢欢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3457 号案件的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青岛市市北区延
安三路 36 号 805 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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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青岛童乐旅游咨询有限公司、程忠国、陈方园：本院受理

原告史晓青诉被告青岛童乐旅游咨询有限公司、程忠国、陈
方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鲁 0203 民初 4360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青岛市市北区延安三路 36 号 804 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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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骆青：本院受理原告刘泽瑜诉被告骆青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6841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青岛市
市北区延安三路 36 号 804 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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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孙黎、孙晓：本院受理原告田原、田伟、田烨诉被告孙彦

博、曹潞萍、孙黎、孙晓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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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刘保国：本院受理来成梅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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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乔见滨：本院受理原告葛起忠、刘美香与被告乔见滨、乔

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鲁 0203 民初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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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王顺：本院受理原告陈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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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于航：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建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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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夏爽、郑毅：本院受理的原告孟超与你及郑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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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千玉兰,周军：本院受理原告王世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59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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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王馨懿：本院受理原告张祥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322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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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王重：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磊与被执行人王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 0105 执
277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并责令你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报告当前
及收到执行通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并自动履行山东省济南
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1)鲁 0105 民初 3353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再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 0105 执 2778 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执行
裁定书主要载明，在 8075 元限额内，扣留、提取被行人王重
在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处的住房公积金。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张宁丢失济南绿地泉景天沅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绿地

海珀天沅一期 1259 车位房款收据，收据号 62452 ，金额：
160000 元，声明作废。

山东兰坤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冰，所持律师执业证
(证号：13701201611516817，流水号：11528529)，不慎遗失，现声
明挂失作废。

法 院 公 告
2021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