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心司机凌晨高速路抛乘客
妇女步行13公里找到收费站求救

本报2月1 2日讯 (记者 彭
彦伟 通讯员 王勇 张丽丽)

深夜，一位乘坐上海至威海
长途客车的中年妇女被客车司
机抛弃在高速上，经多方联系，
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其找到了家
人。

7日凌晨3点，日照港收费站
三中队的收费员们正在忙着处
理业务，这时从高速公路走来

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值班
人员发现后，立即上前将其引
入空闲车道了解情况。中年妇
女见到值班人员后一下瘫倒地
上并捂脸痛哭。

当天天气寒冷，值班人员
第一时间将大衣脱下盖在妇女
身上，并给她送上热水。原来该
妇女乘坐的是上海至威海的长
途客车，买票时司机承诺在日

照会把她送到长途汽车站，但
到日照后，该车并没有下高速，
而是直接将这名妇女抛弃在了
高速路上，并告诉她日照到了。

下车后，她手机没电了，又
惊又吓地步行了13公里才遇到
工作人员。经了解，该妇女家住
岚山区黄墩镇，随后工作人员
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她的家人，
并 将 该 妇 女 安 排 到 值 班 室 休

息。闻讯赶来的家人将妇女带
走。

据工作人员介绍，乘客这
样的遭遇他们已遇到多次，“5日
晚上还有两个学生被扔在高速
上，我们帮着打了辆出租车走
了。”一工作人员说，“广大旅客
出 门 在 外 一 定 要 乘 坐 正 规 车
辆，以免上当受骗。”

存单放房梁上

竟遗忘十余年
银行拒绝兑付，法院判决付款付息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李宝然
通讯员 崔荣涛) 十余年前将存款
单放在房梁上竟然忘了，而后找东西
时才记起。可谁知到银行兑付时，银
行竟然以十年前将存款移交到别的
银行为由拒绝兑付，而且存款人竟然
对此不知情。今年1月13日，莒县法院
审理了这起案件，判决该银行向张某
兑付存款4400元及利息。

2000年1月13日，莒县小店镇某村
村民张某，在某银行莒县支行小店储
蓄所存款4400元，存完款后将存单放
到了房梁上，事后就忘了此事。

2011年，张某在找东西的时候，在
房梁上发现了这张存单。于是，张某
就拿着存单到该银行请求提取存款。
却被告知存款已移交到莒县另一家
银拒绝兑付。

2011年7月29日，张某将该银行
起诉到莒县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
该银行在2000年12月22日将储蓄所
撤消，并将储蓄所的所有存款移交到
另一家银行，张某存款的4400元也包
括在内，但银行一直未通知张某移交
的事实。

今年1月13日，莒县法院审理后认
为，张某出具银行的存单，双方之间的
储蓄存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后来银行
将张某的存款移交给是储蓄存款合同
内容的变更和合同义务的转让，该转
让应当征得权利人张某的同意，但该
转让张某并不知情，因此该转让对张
某不生效。法院依法作出该银行向张
某兑付存款4400元及利息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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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雨雪雪来来袭袭
明明天天傍傍晚晚起起气气温温将将明明显显下下降降

声明
噪郑军身份证不慎丢失，号码

为：37112119810130001X，特此声明。

出租、出售、转让
噪沿街饭店(单间8间)出租。原装

小松45挖掘机2台出售。丹阳路11号。
电话13906339059

噪沿街商铺精装修出租：新市区
淄博路西首(靠近临沂路)两层沿街商
铺，精装修便宜出租，每层约100多平
米。租金面议！电话：13706335000

噪急售：德赛国际公寓9#楼401

住房，复式，297平米，双气，双证，阁
楼+车库，价格面议。电话：18663392878

噪新市区淄博路西首(靠近临沂
路)沿街办公楼(1-4层)精装修出租，
面 积 约 4 0 0 多 平 米 。联 系 电 话 ：
13706335000

噪黄金地段中型会议室对外承
接，电话：15863369819

噪出租东方海岸一室一厅，精
装，家具新配置全，电话：13792010807

噪出售：山东路慧泽园小区131

平米，地下室9平米，精装，可租，电
话：13792010807

诚聘
噪山东日照艺海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诚聘项目经理、设计师，电话：
8237999

噪一汽大众奥迪日照晟祥4S店
现诚聘：销售顾问、服务前台接待、备
件库管、维修技工、司机。地址：奎山
汽贸城一汽大众奥迪4S店。联系人：
安先生，联系电话：0633-8628810
13686330119

噪招聘：办公室信息采编员6名，
要求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素质，团队
意识强。有无经验均可，带薪培训，年

龄20—45岁周岁；电话客服人员4名，
善于沟通语言表达能力强；网站维护
人员2名，对电脑程序熟悉会平面设
计。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 公
司定期组织 培训、学习、旅游。双
休，无需押金工资发放及时。电话：
15606332790 13206335562

噪山东荣信集团常年面向社会
招收食品加工人员。月收入2000-4000

元，包食宿，要求18-45周岁 .身体健
康，有意者请联系18963336988

噪日照关爱医院诚聘：口腔科医
生：2名；妇产科医生：2名；外科医生：
1名，临床专业：5名；药剂师(士)：2名；
检验士(师)：2名；护士长：3名护士：5

名 ；文 员 ( 女 ) ：2 名 , 联 系 电 话 ：
15563332828。

日照店：海曲西路（个体车站西50米) 0633-2215277

五莲店：金沙西路（个体车站候车厅对过） 13468332211

莒县店：文心西路（长途车站西50米） 13792004077

岚山店：圣岚路（岚山车站对面） 13792038866

雀康精品麻将机

健康有机 送礼佳品

牛蒡(又名东洋参)作用：降血
压、降血脂、降血糖、清血清
肠、抗癌、抗衰老、减肥。
主要经营：牛蒡茶、牛蒡酱菜、牛
蒡酒、牛蒡有机饮料、牛蒡酥、银
杏酥、五行蔬菜汤、糙米茶。

旺达牛蒡 日照总代理

北京101网校应广大学生家长要求，现

特别开设周末，寒假辅导班，开设上学

期补习课程、下学期预习课程。辅导科

目：初一数学、英语，初二数学、物理、

英语。每班15人，全部由一线教师任

教，辅以101网校独有的经典拓展训练

题，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把所学知识

融会贯通，查漏补缺，电话：13256016677

假期辅导班

一天仅用几元钱 温暖舒适过冬天
1 .暖阁尔暖霸（比空调节能80%，比普通电
暖器节能50%）40平米小时可达25℃以上，
制热均匀，办公家用两相宜。 上市价780
元
2 .冬雪水龙头，一开出热水。
（老婆：你再也冬天冻不着手了）上市
价380元
诚招莒县、五莲及乡镇代理商
服务热线：13863307037 8227153（一生缘
厨卫电器）任经理

本广告抵代金券30元

服务热线：13863307037 8227153任经理 地址:

山东路与日照路交汇处西30米路北(一生缘厨
卫电器)

加盟咨询热线：0633-8816878 13906336655

地址：金阳路10号(市实验小学对面)
技术官方网站：www.xsj6-6 .com
全国咨询热线：400-6677-123

不按摩、非手术、不接触、不反弹。

18周岁以下低视力学生，采用国际领先
“视功能优化训练”技术，仅需10—80小时
即可实现裸眼视力
每月前10名特困家庭可享受免费视力康复
救助

视视力力康康复复中中心心

1 . 0

全国连锁 品质保障

心心视视界界

团购热线：13863367655
15306336662
QQ：2 8 4 1 4 9 4

环宇电器设备日照总代理

电话：0633-8321888 13906339322

地址：开发区天津路29号

诚招经销商

买相机 大自然
专卖、维修索尼、佳能、尼康、卡西欧、

富士、三星、松下等世界名牌数码相

机、摄像机。
总店：东港区政府对面小可音乐东邻

13256335178 8256898

分店：石臼海滨五路火车站南金街广场南

20米 15908066158 8308688

职业资格培训过关无忧

报名地址:日照市机电工程学校办公楼五楼
电话：2915222、3991005、3991006、18863331588

国家级旅游计调师职业资格培训
国家级导游职业资格考试
教师资格考试

荣获市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北京舞蹈学院考级及初试考点
中国国际标准舞会指定考点
北京大学青少年素质教育日照基地

秋季招生
日照田野舞蹈学校

新市区校址：新营中学对过 老城区校址：东辰广场对过

电话：13863319585 13468301238

网址：www.rztianye.com

为什么成绩不能提高？为什么很努力成
绩不能更进一步提高？

全科全面的训练课程，神奇的方法让您
的成绩不可思议的改变。

初中高中成绩快速提升：一对一

www.018edu.com 电话：0633-8878301 王老师
地址：日照新市区威海路123号 滨海经典204室

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查验对方相关的有效手续及证件，本版刊登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日照市老城区长途汽车站对面

颐景园沿街旺铺411平米(地上二层
274平米，地下一层137平米)，毛坯，

可更名，可贷款，位置优越，有意者

面议(中介勿扰)。

电话：13256033136

旺铺出售
无缝 静音中国麻将机十

佳品牌

茶楼棋牌室定

点采购单位

以旧换新 维修麻将机 销售二手麻将机

本报2月12日讯(记
者 彭彦伟 通讯员
费艳琴) 12日下午2时
许，日照市范围内普降
小雪。记者从日照市气
象局获悉，本周受西南
暖湿气流和北方弱冷空
气的共同影响，日照市
有一次弱雨夹雪天气过
程，周二傍晚开始受较
强冷空气持续南下影
响，气温明显下降。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星期一(13日)：阴有雨夹雪，偏东风3～4级，0℃～6℃ 星期二(14日)：阴有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4级，1℃～6℃
星期三(15日)：多云间阴，北风3～4级，-2℃～4℃ 星期四(16日)：多云，西北风3～4级，-3℃～3℃
星期五(17日)：多云到少云，偏北风4级，-4℃～1℃ 星期六(18日)：晴到少云，偏北风3～4级，-6～2℃
星期日(19日)：晴到多云，北风转南风4级，-5～4℃

12日下午，市民
打伞出行。 刘涛 摄

诚招加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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