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盛世義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代美丽、杨守
富、徐忠良：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华诉你中介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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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陈振华、青岛琛都数码有限公司、青岛东辰计算

机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康悦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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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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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青岛天腾天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滕忠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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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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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延安三路 36 号)第五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黄福才：本院受理原告市北区顺兴合渔行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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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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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褚光平,马燕林：本院受理王晓颖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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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兴夫：本院受理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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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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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斌武：本院受理申请人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

府与你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行审 103 号行政裁定
书。裁定主要内容为：本院对青北补决字[2020]41 号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由青岛市市北
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
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苏统进：本院受理原告苏统华诉你继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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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登州路办公区 403 室(青岛市市北
区登州路 22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阮熙佳：本院受理原告姜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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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 时 3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登州路民三庭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王静：本院受理的原告邰海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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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立、青岛博思文理培训学校：本院受理原告

于水英诉你们教育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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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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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洪光：本院受理原告赵毅诉你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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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娜、曲振乐：本院受理王文帅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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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海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季春雷：本院受理张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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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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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青岛德能食品有限公司(原青岛金大洋乳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青岛市黄岛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与被执行人青岛德能食品有限公司(原
青岛金大洋乳业有限公司)行政非诉一案，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11 行审 447 号行
政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
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
效。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王冠：本院受理的(2021)鲁 0211 民初 17881 号原

告潘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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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薛家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江世勇：本院受理原告江守晌诉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薛家岛
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无正当理由不
出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王树朋、戚剑峰、王道志:本院受理原告青岛鑫地

鸿业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荣华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青岛正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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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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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十四时零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青岛市黄岛区
古镇口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王成、王辉：本院受理原告刘玉芹与被告王成、

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鲁 0211 民初 1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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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王成、王辉：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华与被告王成、

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鲁 0211 民初 1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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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徐秀森：本院受理原告钟萍萍诉你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鲁 0211 民初 100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
2021 年 11 月 11 日起，原告钟萍萍与被告徐秀森之婚
生女徐子函由原告钟萍萍直接抚养。案件受理费、公
告费，共计 1000 元，由徐秀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薛家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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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葛秀山：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青岛市黄岛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与被执行人葛秀山行政非诉一案，
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11 行审
232 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书送达
后立即生效。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王晓明：本院受理的(2021)鲁 0285 民初 6667 号原

告麻连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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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莱西市人民法院
更 正

本报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刊登的日照市东港
区人民法院的公告中，文中申请执行人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
日照维科特恩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日照易立保温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帛阁
贸易有限公司、日照鲁香食品有限公司、日照康城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日照海川物流有限公司、李
威、相恒英，孟庆莲、刘方强、李明哲应更正为申请
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与被执行人山东海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
东君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瑞麒贸易有限公
司、临沂市新角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日照市东港
区辰纲商贸有限公司、日照市东港区志冉商贸有
限公司、张瀚、武政，特此更正。

遗 失 声 明
乐陵嘉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400595245241E）；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法 院 公 告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公 告
陈强(身份证号 370502197011184470)：

我局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向你送达东营市生态环
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字〔2021 〕垦 5 号)，要求
你缴纳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 元)，因你至今
未履行上述义务，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我局现催告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内主动缴纳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和逾期缴纳加
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共计肆万元整(￥ 40000 元)。
逾期仍不履行义务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现依法对你公告送达(东环催告字〔2021 〕垦 2 号)
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局
领取催告书，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领视为放弃权
利和送达。特此公告。(领取地址东营市垦利区民丰路
与永兴路交叉路口北侧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垦利区分
局 0546-2521742)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公 告
东营市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营福麒置业有限
公司：

本会已受理的申请人山东仁达民防工程设备有
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东仲
字第 828 号、829 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受理案件通
知书、仲裁员名单、东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选定仲
裁庭组成方式、选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函。限你方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即视为送达。你方的答辩期限及选定仲裁庭组成方
式、选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次
日起五日内。公告期满之次日起第 6 日本会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的 5 日内来本会领
取组庭通知书及出庭通知书。开庭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1 月 7 日上午 9：00 和 10:00 ，地点为本会第一仲裁
庭。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东营仲裁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含各
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市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4 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

注：转让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20 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532-83958955
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海口路 285 号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山东省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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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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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
号
债权行 债务人担保人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高
科园支行

青岛华
枫建筑
工程有
限公司

山东鑫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青岛鑫基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智善置业有限公司、
王海青、董惠萍

2296 . 74

2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
南支行

青岛国
药医药
有限公
司

青岛国人集团有限公
司

380 . 00

3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山
东路支行

青岛海
富商贸
有限公
司

青岛春雨广告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108 . 00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 9：00 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以下涉案物资：
1、腻子粉一宗，参考价 800 元；
2、肥料一宗，参考价 2000 元。
以上物资为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没收的侵犯他人注

册商标专用权涉案物品，拍卖成交买受人销毁标识检
测后谨慎使用，不得再次流向市场销售，如使用不当责
任自负。有意竞买者缴纳保证金 1000 元至我公司账户，
竞买人凭有效证件在中拍网注册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地点：东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院内公开
展示

公司地址：泰安市望岳西路 9 号国际金融中心
A24

咨询电话：0538-8970090 13953898226
山东金山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 AAA 企业

银拍公字【2021 】第 353 号(总第 3860 期)
受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

公司定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 9:00 在洪力共享拍卖平台
(公众号:洪力，PC 端：www . honglipai . net)公开现状拍
卖废旧设备一宗(包括破碎机、变压器、输送机、汽车
衡等)及 8 台废旧机械工程车辆(包括装载机、挖掘机
等)，整体拍卖，参考价：1100350 元。

特别说明：委托人和拍卖人对拍卖标的品质、重
量、数量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标的描述仅供参考，不
构成拍卖人的承诺，最终以实物现状交付为准；

拍卖标的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11 月 30 日工作
时间在标的所在地进行公开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 16 时前将
竞买保证金 50 万元交纳至指定账户(户名：光彩银星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18221410029,开户行：中国银行
济南高新支行，到账为准)；并于拍卖会前登录洪力拍
卖平台办理竞买手续。未竞得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无
息全额退还(保证金每周周五退)。

联系电话：17853122887 0531-88922898
监督电话：0543-4893993 13335108788
公司网址：www . sd-yinxing . com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4 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安 慧 媛 ( 女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902199009243321 ；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

区上高办事处凤台村 396 号)

经调查，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

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

在山东贝聪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设置诊疗场所开展诊

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

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

定书(邹卫医证保决〔2021 〕090301 号)保存的医疗器

械，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 60000 . 00)的行政处罚。

因采取直接送达方式见不到安慧媛本人，采取邮

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也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邹卫医罚告

〔2021 〕021 号)，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邹城市

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

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请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到邹城市护驾

山路 498 号邹城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法制稽查

科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的规定，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要求听证，应

当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

弃听证。

联系地址：邹城市护驾山路 498 号

联系电话：0537-3235072

特此公告。

邹城市卫生健康局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刘宝富、贾蕊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杨燕芬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已将对借款人刘宝富、贾蕊蕊所拥有(2021)鲁 0212 民

初 3900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杨燕

芬。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该笔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

797104 . 73 元,针对上述贷款债权,借款人应支付给杨燕

芬的利息按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计算、应支付的诉讼费用、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结果给付。

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

实,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受让方杨燕芬履

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杨燕芬

2021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