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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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淄博金宏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劳人仲案字第232号 549771 . 54
309 淄博玉带湖生态乡村庄园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民初字第675号 73320 . 59
310 车修德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4）张民初字第828号 19590 . 25
311 徐承诗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商初字第757号民事调解书 146182
312 徐文俭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商初字第757号民事调解书 146182
313 巩象学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779号民事判决书 35427
314 任曰彪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7）桓民初字第423号民事判决书 16684
315 郑慧芹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书 126778
316 王勇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书 126778
317 王江华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288号民事判决书 104938
318 张春梅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288号民事判决书 104938
319 任积成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726号民事调解书 35000
320 魏巍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726号民事调解书 35000
321 巩方林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 430264
322 逯艳美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 430264
323 张秀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淄民三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 55507 . 71
324 成兵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民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书 20000
325 李东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民初字第1444号民事判决书 60000
326 胡敬安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商初字第590号民事判决书 41720
327 荣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7）桓民字第1297号民事判决书 6031
328 黄树水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新民初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 71615
329 魏毓强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093号民事判决书 5801
330 张秀镇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书 627476
331 魏蕃苍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158号民事调解书 73074
332 巩遵语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民初字第1575民事判决书 33043
333 许丕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7）桓民初字第2370号民事判决书 27707
334 李修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8）桓民初字第927号民事调解书 67087
335 李兵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 20626
336 山东高泰建工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0）桓商初字第833号民事调解书 59583
337 淄博嘉辰置业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书 1016731
338 邹平县社会福利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民初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书 468033 . 99
339 山东金祥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民初字第762号民事调解书 380000
340 山东泓 建设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民初字第1094号民事调解书 12423 . 88
341 淄博齐林贵和众亿热电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232民事调解书 190000
342 山东安吉建工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 220700
343 淄博花园纸业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商初字第970号民事判决书 430816
344 桓台县聚利吊装工程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劳人仲案字（2013）210-2号仲裁裁决书 32006
345 山东荣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商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131351 . 8
346 山东铁荣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 271115
347 淄博亚泰钢结构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民初字第786号民事判决书 169000
348 桓台县田庄镇张王村民委员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4）桓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 710273
349 桓台县索镇张桥村民委员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1）桓民初字第387号民事判决书 26840
350 孙金亮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986号民事判决书 35489
351 于孝龙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986号民事判决书 35489
352 王立仁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722号民事判决书 6316 . 3
353 崔乐波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商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 1049118 . 5
354 邢兆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337号民事调解书 30000
355 马铭婕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337号民事调解书 30000
356 朱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 240280 . 92
357 刘涛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邹民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书 381922 . 99
358 王静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 1212298
359 徐克波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 1212298
360 徐克江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 1212298
361 王绪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 106563
362 高锡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 106563
363 王绪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 106563
364 马桂玲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书 508620
365 李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商初字第350号民事判决书 65586
366 刘传江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9）桓商初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 972806
367 荆秀青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 12465
368 孙茂辉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书 441756
369 张玲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书 441756
370 张军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48584
371 张金广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48584
372 孙奇广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 204795
373 任积成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 160163
374 沈庆云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 160163
375 庞磊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 449992 . 94
376 罗东光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137号民事调解书 194438 . 8
377 张志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民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书 29373
378 魏瑞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书 147697
379 伊善利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 444865 . 5
380 马念磊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 444865 . 5
381 张琪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0）桓商初字第852号民事调解书 13800
382 王可军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580号民事判决书 15109
383 胡丽华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商初字第580号民事判决书 15109
384 贺振岭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桓民初字第952号民事调解书 20000
385 岳爱荣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民初字第897号民事判决书 183570
386 荆象雷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民初字第897号民事判决书 183570
387 宋汝鹏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272号民事判决书 90174 . 3
388 王恩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8）桓民初字第1370号民事判决书 10838
389 燕良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8）桓民初字第1370号民事判决书 10838
390 胡宗良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 742113
391 王祥栋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168号民事调解书 83197
392 牛清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书 154620
393 王艳红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书 167666
394 刘磊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民初字第377号民事判决书 255050
395 伊玉峰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邹民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 511720
396 伊茂山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邹民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 511720
397 汪会发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1）邹民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 511720
398 山东海王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748号民事调解书 430163
399 桓台县盛世濠景餐饮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2）桓商初字第436号民事调解书 144350
400 山东欧锴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564号民事判决书 47012
401 淄博北斗星纺织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08）桓民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 40010
402 淄博育才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 4539567 . 6
403 淄博桓台振兴包装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商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 4539567 . 6
404 山东鑫马纸业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3）桓民初字第1617号民事调解书 289571 . 33
405 桓台县果里镇西店村村民委员会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 315876 . 88
406 桓台润丰食用菌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民初字第956号民事调解书 13788
407 桓台县华秩机械厂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桓商初字第563号民事判决书 18124
408 山东荣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4）淄民三终字第224号民事调解书 143234
409 山东莱芜建设集团诚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桓台县人民法院 （2010）桓民初字第1285号民事判决书 172313
410 淄博英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民初字第1016号判决书 8万元
411 淄博森宝化工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周劳人仲案字（2013）第66号裁决 10 . 4万元
412 淄博华泉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周劳人仲案字（2013）第89号裁决书 11 . 3万元
413 淄博旭升纺织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238号 1万元
414 淄博远航建陶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周劳人仲案字（2013）第110号裁决 5 . 7万元
415 山东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4）周商初字第136号判决书 8 . 28万元
416 山东高旺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民初字第1185号调解书 186万元
417 淄博昭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周劳人仲案字第（2014）第21号调解书 5 . 55万元
418 淄博永大化工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729号调解书 98万元
419 孙志强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2）周商初字第588号判决书 31 . 6万元
420 李艳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2）周商初字第463号判决书 23 . 4万元
421 梅树荣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303号判决书 9 . 6万元
422 陈双利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303号判决书 9 . 6万元
423 张庆义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305号判决书 33 . 4万元
424 韩玲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305号判决书 33 . 4万元
425 韩克珍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289号判决书 32 . 4万元
426 聂淑翠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289号判决书 32 . 4万元
427 张祖光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300号判决书 32 . 7万元
428 盛绍霞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3)周商初字第300号判决书 32 . 7万元
429 淄博唐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2）周商初字第489号判决书 28万元

430
淄博矿泉水饮料厂

淄博华泉矿泉水有限公司
周村区人民法院 （2014）淄民一终字第162号判决书 65万元

431 彭钢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 289891
432 韩翠香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 289891
433 杨彬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503897
434 王玉兰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13)新民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50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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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王永成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浦民不（商）初字第2422号判决书 80974 . 61
182 陈义法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872号判决书 69500
183 安伟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1455号判决书 59557
184 孔小霞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1383号判决书 198776 . 34
185 耿桂富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825号判决书 423051 . 18
186 耿训生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825号判决书 423051 . 18
187 江秀海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825号判决书 423051 . 18
188 耿旭生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825号判决书 423051 . 18
189 赵金凤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825号判决书 423051 . 18
190 陈贵利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825号判决书 423051 . 18
191 蒋浮海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557号判决书 520920
192 张立华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404号调解书 20150
193 胡家祥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175号判决书 4434
194 李桂香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975号判决书 998424
195 李继鹏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736号判决书 41768 . 47
196 李传明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893号判决书 3368
197 李春明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150号判决书 87779
198 苗传珍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150号判决书 87779
199 熊珂利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民初字第17号调解书 13069
200 丁慎国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355号判决书 10000
201 朱林华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231号调解书 40275
202 周世信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681号调解书 195000
203 张成哲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083号调解书 60000
204 郑作胜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000号判决书 586047 . 15
205 李孝伟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388号调解书 28420
206 李波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441号判决书 32970
207 申成涛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4）源民初字第182号判决书 80900
208 高风学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354号判决书 14445
209 白方平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09）源民初字第2249号判决书 8154
210 王光峰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096号判决书 10050
211 崔保同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524号判决书 30000
212 王聿波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1157号判决书 92050
213 任纪刚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597号调解书 28675 . 96
214 张怀先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商初字第350号判决书 8679
215 肖庆生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2）源民初字第965号调解书 5400
216 陈传振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250号判决书 43373
217 徐纪录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446号调解书 49415 . 32
218 田士法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568号调解书 63201 . 12
219 徐志安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568号调解书 63201 . 12
220 徐志勇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商初字第568号调解书 63201 . 12
221 陈奉林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15号调解书 106150
222 徐风江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1145号判决书 40800
223 牛建国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77号判决书 50000
224 李传斌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13）源民初字第20号判决书 199984
225 长葛市卓成汽配有限责任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09）淄商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951928
226 济南中银实业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济南仲裁委员会(2004)济仲裁字第395号调解书 2013975
227 刘兵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民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书 5025
228 宋文忠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书 42790
229 范立华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书 42790
230 滨州市瑞恒染织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滨城区人民法院（2010）滨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 361950 . 43
231 齐贡义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630号民事调解书 42932
232 博山博陶瓷业高档瓷厂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490号民事调解书 2011400
233 王绪忠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490号民事调解书 2011400
234 刘纪申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判决书 49364
235 淄博博山锦阳建工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0）博民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1619200
236 淄博远航建陶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1010827
237 昃道凯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0）博商执字第659号判决书 10000
238 胡海峰、胡昌桐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民初字第1292号判决书 3572 . 50
239 赵宗兴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民初字第983号调解书 93000
240 郝永玲、韩健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民初字第1087号判决书 243141 . 57
241 王德梅、宋玉荣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24号判决书 293327
242 董强、姬文香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549号调解书 565052
243 苏帅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596号判决书 39400
244 曹健武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民初字第817号判决书 87332 . 75
245 徐德成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052号判决书 82862 . 9
246 山东长运钙业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414号判决书 1617689 . 27
247 孙廷池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687号判决书 27238
248 王京光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淄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 511820
249 王海英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淄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 511820
250 杨照森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 27296 . 87
251 王振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059号民事调解书 37182
252 李猛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 5000
253 谢长征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683号民事判决书 42575 . 15
254 孙桂芹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449号民事判决书 20200
255 刘持亮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541号民事判决书 220996 . 76
256 马恒芳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书 3593
257 烟台蓬盛液压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332号民事调解书 752000
258 张竹清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0）博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书 218018 . 17
259 淄博君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09）博民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 21818 . 77
260 刘鹏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书 240440
261 郇宜峰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465号民事调解书 10000
262 淄博市博山鑫汇助滤剂厂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劳人仲案字6号仲裁裁决书 114264 . 45
263 王振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1691号民事判决书 41730 . 3
264 李伟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商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书 34783
265 张玉侦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商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书 34783
266 张涛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 64040
267 张秀丽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书 64040
268 樊山东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书 242450
269 魏萍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626号民事调解书 30275
270 韦节国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39号民事调解书 18917
271 李同云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324号 32997 . 46
272 淄博赛姆休斯顿合金泵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716号 482489 . 5
273 范海福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商初字第115号 87990 . 8
274 山东天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博劳人仲案字[2014]第34号仲裁裁决书 18804
275 袁乃坤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87号 227097 . 8
276 钱经宝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513号 48500
277 山东长运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民初字第13号 601864 . 1
278 谢大臣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4）博商初字第60号 28250
279 李爱玲、田鸿昌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民初字第1620号 1732328
280 吕宜鹏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1390号民事判决书 202150
281 王京亮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书 16681
282 孙启喜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民初字第325号民事判决书 144507
283 李邵建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06）博民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 3600
284 赵清圣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 188422 . 86
285 淄博银龙工艺品实业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2）博商初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书 12002
286 淄博中科瓷业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 373562 . 08
287 淄博玺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3）博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460377 . 80
288 徐俊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08）张民初字第2819号 全部未执行
289 淄博润广不锈钢销售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商初字第778号 全部未执行
290 淄博金宏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2）诸商初字第384号 全部未执行
291 臧东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2）张商初字第1972号 全部未执行
292 刘洋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2）张民初字第1055号 全部未执行
293 山东高泰建工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2）张民初字第1559号 全部未执行
294 青岛威力特铸造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2）张商初字第444号 全部未执行
295 李辉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0）张民初字第3135号 全部未执行
296 淄博崇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商初字第257号 全部未执行
297 吴杰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2）张民初字第934号 全部未执行
298 淄博工搪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劳人仲案字第（2013）第200号 全部未执行
299 王兵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4）张商初字第423号 全部未执行
300 北京市昊京承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4）淄商初字第196号 全部未执行
301 郭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商初字第1319号 全部未执行
302 周帅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民初字第444号 全部未执行
303 淄博春彤商贸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民初字第3380号 全部未执行
304 淄博豪特陶瓷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1）张民初字第1825号 全部未执行
305 山东鞠乡食品有限公司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民初字第2890号 全部未执行
306 邝忠民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民初字第1176号 全部未执行
307 张政 张店区人民法院 （2013）张民初字第1227号 全部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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