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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翔)19 日，饮料批发

商葛先生向记者反映，顾客购

买达利园绿茶和红茶后，发现

“再来一瓶”的中奖瓶盖，他

先为顾客垫付了奖品饮料，可

他带着瓶盖找到厂家代理商却

无法兑奖。

19 日下午，葛先生带着 96

个写有“再来一瓶”的达利园饮

料中奖瓶盖找到记者。葛先生

告诉记者，“我是二级批发商，

我从厂家代理商那里批发饮

料，再给商店、饭店供货。消费

者拿着中奖瓶盖到商店兑奖，

商店先垫付奖品再拿着收集来

的瓶盖找我兑奖，我再垫付，再

拿着瓶盖找潍坊总代理兑奖，

总代理再去找厂家。这个活动

截止到 18 日，但是 18 日下午

我去找潍坊总代理，他却说没

有办法兑奖。”

记者在一瓶达利园青梅绿

茶的瓶身上看到，名为“开盖

有奖，再来一瓶”的活动说明

写着：“活动兑奖截止 2010

年 10 月 18 日。”“我 18 日

下午 3 点左右带着达利园红

茶、绿茶、优先乳等中奖瓶盖

去了潍坊总代理赵董建那边兑

奖，可是他只兑现了优先乳的

奖品，说没有办法兑现红茶和

绿茶的奖品。他给的理由是，

已经过期了，因为济南达利园

公司下了通知，要求 18 日之

前将红茶绿茶的中奖瓶盖邮寄

到济南， 18 日上午，他们已

经将瓶盖寄过去了。”葛先生

对此非常生气，“为什么没有

人通知我？赵董建竟然说他忘

记通知我了。”

“随后，我又打电话给济

南公司，他们让我找潍坊办事

处的经理庄先生。庄先生也告

诉我兑奖结束了。当天晚上 7

点多，我又问办事处的王亮为

什么不通知我公司的决定，他

告诉我，我的货是从代理商那

里批发的，办事处没有义务通

知，让我找理商。”

“问题转了一圈又回来

了。”葛先生表示，这些瓶盖

能兑换的奖品价值约 200 元

钱，虽说数额不算大，但是遇

到这种事情却让人很恼火。

记者拨打活动咨询电话，

一名男士表示帮记者问问，但

发稿时，仍没有答复。记者致

电达利园潍坊总代理赵董建，

他对葛先生的瓶盖还能不能兑

奖并未表态，只是要求葛先生

直接找他。葛先生致电赵先生

后很无奈，“他仍然让我找公

司解决。”

道路标线“补妆”时出纰漏

左行道上竟画成直行标志
本报 10 月 19 日热线消息

(记者 王琳)19 日，家住高新

区的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驾

车由南向北经过玉清街和北海

路口时，发现各车道路面上的

方向指示线，箭头都是向前的。

“很明显最左侧的车道应该是

左转车道，因为画错了指示标

志给大家带来不便”。

“前不久刚搬家到了高新

区，上、下班都需要经过玉清街

和北海路口，第一次经过这里

左转时迟疑了很久”，陈先生

说，自己由北向南经过这个路

口打算左转，“本能”地沿着最

左边一条车道走，可靠近了才

发现，这条车道上画着直行标

志。“当时左转的车辆就我一

个，绿灯亮起时，迟疑了好久不

知道是不是该拐”，张先生说直

到后面跟来的一辆车按喇叭催

促，他才转了过去。“后来经过

这里多次才发现，大家都从这

里左转，显然是标志画错了。”

记者来到陈先生所说的路

口，发现在南侧的北海路路口

上果然全是直行车道，而另外

三个路口都设有左转车道。“路

的最左侧就是左转车道，以前

这里的标示没有错误，但是前

不久一次重新画线后，就全部

成直行标志了”，停在此处等候

绿灯通行的一位“的哥”说，知

道“内情”的司机不会受到影

响，但初次经过此处的司机就

犹豫不决。“有些外地车辆经过

这里，看到标线后拿不准，干脆

转圈回去另绕道走，以免走错

了被电子眼拍下来。”

“明明有左转绿灯，却没

有左行道，看起来有些荒

唐”，陈先生说，北海路作为

一条景观大道，在市区道路地

位中举足轻重，不该犯这样的

错误。“既然是相关部门在为

道路标线‘补妆’时，出现了

失误，将左转标线画成了直

行，就应该尽快改过来。”

没说要买啥

就被刷了卡
一市民遭遇强行购物后退款难

本报 10 月 19 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松

刚)原本没有打算要买美容产品，家住奎文早

春园小区的谭女士却“被购物”了，而商家以

公司规定“刷卡后不能退钱”为由，拒绝退钱。

10 月 14 日，在奎文消协的调解下，双方达成

“商家退回一半购物款 450 元”的协议。

谭女士介绍，9 月 7 日，谭女士从东风街

某超市购物以后由电梯下楼，正好碰到电梯

口的美容院推销员在推销产品，“促销员把我

拉住，跟我说他们现在正在搞活动，而且免费

赠送礼品。”不过，谭女士并不想买，谭女士剩

下的现金也不够，便以此婉拒了促销员的要

求。“但促销员跟我说，他们店里刚购置了一

台新 POS 机，可以刷卡。”

听到促销员的解释，谭女士突然想到自

己身上带的一张银行卡，“这张卡在超市收银

台不能用了，超市售货员说没磁了。”然而，促

销员解释他们的 POS 机是新的，可以试一

下。谭女士拗不过促销员的鼓动，就把卡交给

了促销员，“当时只是想试试卡还行不行，我

并没有说自己要买美容产品，更没有说自己

要买哪些美容产品。”

可是，一会这名促销员拿着一份 POS 单

出来了，并且让谭女士签名验收。“浑然不知”

的谭女士看到单据才恍然，自己的卡被刷了，

而且总共买了 900 元的美容产品。谭女士急

忙询问促销员，自己没说要购物，怎么就擅自

把卡给刷了。谭女士要求促销员退钱，“可是，

促销员跟我说，公司规定刷了卡就不能退钱

了。”在谭女士一再坚持下，促销员答应给问

问。随后，一名负责人给谭女士开据了一张购

买商品押金条，并没有将钱退给谭女士。据谭

女士介绍，她并没有在 POSS 单上签名，并几

次与美容院沟通，但拖了半个多月美容院也

没有把钱退回。

10 月初，谭女士将此事投诉到奎文消

协，双方各执一词，“美容院解释是刷卡是经

过对方同意的，可是消费者说只是要试试银

行卡还能不能用，没有购物的打算。”10 月 14

日，在奎文消协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双方最终

达成一致协议，美容院答应退回谭女士一半

的购物款 450 元。

一堆中奖盖厂家一个不给兑
批发商称自己不能白垫，厂家说已过了兑奖日期

联系人：吴先生

13225369990
13001537880

山东国欣律师事务所李明

文 丢 失 律 师 证 ， 证 号 ：

13707199810680572 ，序号：

NO ： 10008665 ，声明作废。

尹兆霞丢失身份证，证：

370702197412215742 ，有效日期

到： 2026 年 4 月 17 日，特此声

明。

季久江丢失身份证，证

号： 370702197211074517 ，有效

日期到： 2026 年 4 月 17 日，特

此声明。

肖巧玲丢失身份证，证

号： 370683198704240920 ，特此

声明。

安丘市中医院 94 鲁潍安字

第 040 号房权证丢失，声明作

废。

张祥磊丢失保险展业证，

证 号 ：

02000137070080002008017183 ，声

明作废。

潍坊锦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553382360)丢失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声明作废。

王仁宗丢失护照一本，证

号： 27775449 ，特此声明。

任孝坤丢失身份证，证

号： 372929198905296015 ，特此

声明。

公告
201010190334

根据权利人王从国的申

请，坐落于奎文区幸福街二路

9 号楼 1-402 房屋权属证号潍房

权证市属改字第 055520 号，面

积为 74 . 83 平方米的房屋权属证

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潍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0 年 10 月 19 日

遗失声明
王从国潍房权证市属改字

第 055520 号房屋权属证书(证明)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声明

人：王从国

实力媒体 更专业优惠
欢迎新老客户及

业务相关单位来电洽谈

遗失声明

注：请业务双方妥善检
验好对方的有效证件，本版
广告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
的依据。

中缝广告订版热线

公告声明

济南中医男科医院

本院是省内最早开展此
项技术的正规医院，山东省
首家中医男科医院，被评为
健康中国诚信医院。

根治早泄、手淫
采用速效阳痿、早泄

治疗器配合美国捏挤法及
纯中药内服外用，短期内
可根治早泄、手淫，告别
阳痿。

生殖器短小治疗
一些医院的微创手术

是采用 V 型切 Y 型缝法，

只是软时间长一点，勃起
不增长，也不能增粗。并
且还要打针、吃药防感
染，费用很多。手术还有
可能造成血管、神经损
伤，影响以后性功能。

我们采用内服纯中药
补肾、活血、养精蓄气促
进男性荷尔蒙分泌，将生
殖器内部彻底充实。外用

全省独家引进的阴茎增大
器，配合独特的美国增大
教程练习手法，三管齐
下，使生殖器增长、增

粗，非手术无风险，随治
随走，可签协议。

特别声明：阳痿、阴

茎短小当场见效；早泄彻
底根治。

地址：济微路七贤

庄。长途汽车总站乘 K302

路，火车站乘 21 路，市内

乘 86 、 21 、 22 到七贤庄

下车前行 80 米路西即是。

电话：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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