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 未履行标的额（元）

91 董其勇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687号 5898 . 00

92 侯顺达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4）高民初字第124号 1675 . 00

93 淄博景润纺织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高商初字第434号 87967 . 00

94 杨连友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1058号 23284 . 11

95 刘洪章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308号 84462 . 70

96 宗文涛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2)临商初字第201号 76258 . 60

97 郑春波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778号 35148 . 98

98 王化勤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961号 70877 . 18

99 王效堂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2)临商初字第447号 22337 . 00

100 任永贵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906号 88792 . 34

101 于振波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645号 77610 . 99

102 李凤芹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306号 90543 . 98

103 李双林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2)临商初字第411号 128588 . 57

104 潍坊三太子食品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07)临民初字第4807号 100000

105 山东沣田化工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1)临商初字第776号 591023 . 80

106 淄博奥诺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4)临民字第1610号 1011850

107 济南宝凯物流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4临民初字第137号 732485 . 58

108 淄博四泰联合化学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4）临民初字第241号 3147312

109 淄博海隆化工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4）临民初字第127号 363566

110 淄博易丰海龙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3）临民初字第1416号 837813 . 36

111 山东超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4）临民初字第462号 2149313

112 淄博胜炼润滑油有限公司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2）临商初字第501号 516684 . 48

113 淄博市临淄宏泰化工厂 临淄区人民法院 （2012）临商初字第499号 238003 . 82

114 淄博科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66558

115 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1）新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 308258 . 5

116 山东宝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 17648

117 淄博祥和置业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17230 . 7

118 淄博德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淄高新劳人仲案字第183号仲裁裁决书 22142 . 87

119 淄博中山水泥机械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 713314

120 李业安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05）新民初字第849号民事判决书 35000

121 刘文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 1095686

122 牛利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商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 1095686

123 孙兆辉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 155219 . 39

124 孙爱云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 155219 . 39

125 山东绿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淄高新劳人仲案字（2014）10号裁决书 20366 . 04

126 山东富宇蓝石轮胎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商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 277028 . 4

127 侯永洋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 14750

128 耿磊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185号民事判决书 320000

129 青州盛润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 120000

130 淄博崇泰塑编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2）新商初字第440号民事判决书 37000

131 山东富宇蓝石轮胎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商初字第325号民事判决书 710000

132 淄博大众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书 120000

133 朱乃明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 33123 . 74

134 张小云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 46240 . 04

135 彭杰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395号民事判决书 20150

136 梁宁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书 203350

137 孙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新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29854

138 山东宝泰公铁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4）淄劳人仲字第17号裁决书 24393 . 18

139 王伟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0）新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 50476

140 张迎春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2）新民初字第982号民事判决书 2721 . 33

141 杨峰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 125390

142 郁永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 445448

143 邢涛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 537320

144 淄博科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1）新民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书 27575

145 寇於光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2）新民初字第776号民事判决书 302829

146 王庆华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2）新民初字第776号民事判决书 302829

147 山东兴武（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41号 696912

148 唐慎会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455号判决书 83000

149 张庆军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1533号调解书 17830

150 蹇木秀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1）源民初字第393号调解书 26000

151 孙纪成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1）源民初字第669号调解书 30000

152 李绍保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1）源民初字第103号判决书 5000

153 唐敬晏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698、699、710号判决书 90000

154 张新怀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1023号判决书 122441 . 09

155 唐兆山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391号判决书 65000

156 唐增文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391号判决书 65000

157 陈亮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941号判决书 51000

158 齐河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0）源民初字第872号判决书 110000

159 董文林 沂源县人民法院

160 淄博市华原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商初字第161号调解书 738351 . 84

161 任玉玲 沂源县人民法院

162 王永刚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商初字第465号判决书 14150

163 刘志强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227号判决书 180931
164 吴成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227号判决书 180931
165 吴成进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227号判决书 180931

166 李丰堂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227号判决书 180931

167 李祥文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227号判决书 180931

168 张文峰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民初字第665号判决书 100000

169 茅才平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459号判决书 971087

170 王江军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459号判决书 971087

171 唐峰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民初字第103号判决书 102250

172 李慎军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184号调解书 100000

173 李聪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184号调解书
174 朱庆祥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海民初字第27215号调解书 99408

175 陈善梅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民初字第96号判决书 40000

176 殷富顺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民初字第96号判决书 40000

177 赵卫东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664号调解书 112786

178 王焕来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046号调解书 24000

179 杨日亮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沂刑初字第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37055 . 78

180 李长阜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761号判决书 10166

序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 未履行标的额（元）

1 孙宁涛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44号 15116800 . 00

2 苏艳霞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44号 15116800 . 00

3 邹丽娟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淄商初字第186号 9269018 . 93

4 郭斯峰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94号 5294155 . 87

5 袁义兰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94号 5294155 . 87

6 张衍宏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94号 5294155 . 87

7 杨松宝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仲裁字第1号 1563045 . 02

8 张建南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仲裁字第1号 1563045 . 02

9 孙芳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48号 20146800 . 00

10 周建华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48号 20146800 . 00

11 山东宏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44号 15116800 . 00

12 山东安泰公铁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淄商初字第186号 15116800 . 00

13 淄博乾坤置业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94号 5294155 . 87

14 淄博金中燕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94号 5294155 . 87

15 文登市鼎顺置业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仲裁字第1号 1563045 . 02

16 淄博汇成纸品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130号 13010926 . 47

17 淄博汇文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130号 13010926 . 47

18 淄博海洲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48号 20146800 . 00

19 山东富宇蓝石轮胎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厦民初字第235号 13937497 . 40

20 淄博乾坤置业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淄仲裁字第355号 26833457 . 00

21 张国栋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284号 48708

22 汪冲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284号 48708

23 孙洪光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284号 48708

24 淄川美泉建陶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4）川民初字第2116号 319448

25 张方瑞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2）川商初字第240号 232650

26 孟现华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2）川商初字第240号 232650

27 淄博欧邦陶瓷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2）川商初字第240号 232650

28 陈晓昌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208号 30000

29 仇传祯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04号 252270

30 李广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54号 409909

31 李民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1）川商初字第295号 58333

32 李永波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54号 409909

33 焦建军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755号 22500

34 崔德涛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1）川商初字第68号 33028

35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1345号 2221486

36 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牟家村民委员会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民初字第996 1007800

37 淄博运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民初字第112号 127213

38 淄博奎星陶瓷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3）川商初字第640号 375850

39 吉林市亿成石油焦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2)淄商终字第85号 550673

40 吉林市铭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2）淄商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 550673

41 淄博百合陶瓷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1）川商初字第1589号民事判决书 3565804

42 淄博亚豪博业建陶有限公司 淄川区人民法院 （2012）川商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书 816420

43 淄博盛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4）高民初字第182号 20150 . 00

44 李明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4）高民初字第182号 20150 . 00

45 郭念江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951号 113325 . 00

46 卢方安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951号 113325 . 00

47 李维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177号 121350 . 00

48 刘国营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33号 25500 . 00

49 张吉辉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1043号 56807 . 80

50 殷小利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1043号 56807 . 80

51 王唯全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淄民一终字第442号 10800 . 00

52 淄博国际会展中心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淄仲裁字第195号 37083 . 10

53 吴坤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淄仲裁字第47号 91200 . 00

54 淄博市中泽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淄仲裁字第47号 91200 . 00

55 高居章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09）高民初字第37号 20025 . 00

56 陈浩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413号 1230573 . 00

57 程国香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116-5号 60954 . 39

58 张保强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116-5号 60954 . 39

59 淄博塑工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639号 70336 . 67

60 张强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408号 264000 . 00

61 王海燕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408号 264000 . 00

62 马龙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民初字第940号 264143 . 50

63 岳本勇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09）新民初字第543号 15658 . 30

64 段海红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1）高民初字第830号 286143 . 20

65 刘业厚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1）高民初字第830号 286143 . 20

66 刘华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1）高民初字第830号 286143 . 20

67 淄博市淄川牛山磨料厂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1）高民初字第830号 286143 . 20

68 淄博绿环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69 山东绿德源集团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0 尉俊清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1 邹士英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2 尉林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3 孙德民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4 王贤君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5 淄博友诚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4号 3442400 . 00

76 淄博绿环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77 山东绿德源集团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78 尉俊清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79 邹士英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80 尉林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81 孙德民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82 王贤君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83 淄博友诚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755号 3442400 . 00

84 山东淄博德元制革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4）高商初字第96号 378463 . 00

85 许立春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904-2号 282355 . 00

86 宋涛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137号 104158 . 34

87 宋传胜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2）高商初字第137号 104158 . 34

88 张树杰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高商初字第143号 2016400 . 00

89 王书惠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高民初字第360号 18000 . 00

90 淄博民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高青县人民法院 （2013）高民初字第155号 228130 . 00

淄淄博博两两级级法法院院曝曝光光443344名名““老老赖赖””
拖延执行判决最长的达13年；法院：借舆论压力促其履行义务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王飞 邢菲) 案件
作出判决却拖延拒不执行，淄博
434名“老赖”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集中曝光。这是淄博中院与基层
法院集中公布的涉及金额较大、
拖延时间较长的一批“老赖”。

所谓“老赖”，即失信被执行

人，是指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
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的单位和个人。法院可依据其
情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予
以公示惩戒，对被执行人产生舆
论和社会压力，从而促使其履行
义务。失信被执行人将禁止部分
高消费行为；实施其他信用惩戒，

包括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
信用卡。

周村区法院立案执行的王某
与某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该公司失信行为
经法院曝光后，其营业额大幅下
滑。食品公司多次请求法院撤销

曝光。法院表示本案尚未执结，撤
销失信信息于法无据。现食品公
司已与申请执行人王某达成和解
协议，正在积极履行中。

据介绍，自2013年，最高人民
法院建立“执行信息公开网”集中
对外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后，淄博
各级法院也利用当地媒体对外公

示。根据全国执行案件信息管理
系统显示，截至今年12月15日，淄
博市尚有失信被执行人3603人。此
次公布的434名失信被执行人中拖
延执行最长的达13年，未履行标的
额最高达千万元以上。

本报今天2-3版刊登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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