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不是喜欢哈弗汽
车很久了，但是迟迟没有下
手，为什么呢？

价格不够优惠吗？资金
暂时不够用呢？或者还是继
续观望新款呢？

别想那么多，菏泽铂程
哈弗给你机会抛开你那所
有的犹豫和顾虑！

即日起至7月13日，菏泽
铂程哈弗SUV 将举办【铂
程团购日 哈弗五折卖】年
中大型促销活动。

单人即可组团，凡是
在此期间订购哈弗任意车
型，无论新款或是哈弗现
有车辆，即可享受最低价，
哈弗H6优惠达1万元，同时

油卡、保养卡、保险杠等诸
多奖品等你拿，更有机会
获得哈弗半价购车机会，
仅此五天，车源有限，时间
正在一分一秒的流失，快
来吧！

园区地址：菏泽市黄河
东路588号(汽车交通大市场
东800米路南)

铂程团购日 哈弗五折售
一年一度的暑假伴着酷

暑紧随而至。天材教育资深
青少年研究专家李教授介
绍，结合以往中小学生的暑
期情况来看，很多同学在暑
期开始想法颇多，临近开学，
才发现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感觉这个暑假过得一无所
获、无聊乏味。如何才能让自
己的暑假生活过得轻松愉快
又有意义呢？

全国知名一对一个性化
中小学辅导机构天材教育的
资深教研组特针对暑期来临
各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习特

点，性格特点，阶段特点，整
合研究出一整套暑期系列课
程并配有优质夏令营活动，
希望为各地中小学生奉献一
个最精彩，最有意义的暑假
生活。

套餐一：针对小学生，特
邀省市一线在职名师涵括山
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等，结合小学生学习
特点量身打造暑期衔接精品
学习课程。奥数讲解，作文高
分点拨，倾情打造精彩户外拓
展活动，给小学生一个充满挑
战，成长机会的暑假。

套餐二：针对中学生，结
合学生特点贴身打造个性化
暑期衔接精品学习课程。暑
期夏令营，赏夏日风情，品夏
日清凉，更有多条线旅游路
线集优选择。天材教育名师
公益大讲堂，暑期倾情开讲。

套餐三：针对毕业班，
2014中高考应试能力测试，
抢定全年精品计划。专门推
出暑期名校游，百年名校寻
访，见证名校风采，感受历史
文化底蕴、浓郁的大学氛围
和旖旎的名校风光。
咨询热线：0531—87078001

一线名师巧规划，快乐提升一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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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一家快餐店停业，有的市民没有接到退卡通知吃了闭门羹

快餐店关门，退卡难住消费者
本报菏泽7月10日讯(见习记者

赵念东) “前不久我刚往餐卡里
充了钱，今天带孩子去吃饭却发现
大门紧闭。”10日，市民张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电话6330000反映，位于
香格里拉附近的兴旺基中式快餐
店闭门歇业，闪了他一下。

据张先生介绍，他当时办理餐
卡主要考虑孩子在八完小上学，图
个吃饭方便。他们一家人偶尔也会
到兴旺基中式快餐吃饭。最近孩子
放暑假，这几天没有去吃饭，没有
想到今天去，却发现大门紧闭，大

门上贴着退卡通知，退卡时间是7
月6日至7日，“我餐卡里余额并不
多，餐馆说关门就关门，根本没有
人通知退卡，打他们联系电话也不
通，不知道为何关门，他们应该给
老顾客一个说法。”

10日下午16时，记者来到位于
牡丹路香格里拉八完小路口的兴
旺基中式快餐店看到，大门紧闭，
没有营业。“这家店早在10天前已
经不营业，7日是该店退卡期限最
后一天，有很多顾客都不知道。”该
店附近经营水果摊点店员告诉记

者，有的没来及退卡的顾客说自己
卡里还有四五百块钱，但也不知道
如何才能把钱退回来。

“事前一点信儿都没有听到，
电话打了好几次，但始终打不通，
现在没办法联系店家，我卡里还有
四百块钱呢。”前来退卡的王先生
说。

本报记者多次拨打兴旺基中
式快餐店上面的电话5577555，进
行核实市民反映的情况，可电话
虽通，却无人接听。

本报将继续关注。

找关系安排工作
不料被骗走25万

本报菏泽7月10日讯 (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增
强 ) 想为儿子安排一份好
工作，菏泽一市民兰某找到
侄子的岳父付某，对方先后
要了共25万元，并承诺帮其
安排工作，最终没有兑现。10

日，付某被菏泽市开发区警
方抓获。付某坦言自己根本
没有能力帮助安排工作。

2010年9月份，兰某的儿
子即将退伍，家人一心想着
给儿子安排到好单位工作。
而恰好当时她通过侄子认识
了其岳父付某。

2010年9月份，兰某与她
丈夫、侄子三人，去淄博找到
付某，当时付某承诺能在菏
泽安排工作。

回到菏泽后，兰某通过
侄子得知，付某称需要10万
元打通关系，并发来银行账
号。过了一段时间，付某又打
来电话，称事情办的差不多
了，还需要15万元钱。

兰某称，当天她便将15

万元汇到付某之前提供的银
行账号。后来，付某说此事已
经办成，2011年3月份肯定能
上班。

但是，到了2 0 1 1年3月
份，兰某的儿子仍没上班，付
某答复他们称需要一些资
料。于是，2011年5月1日，兰
某与丈夫到淄博找到付某，
把儿子的相关资料都给了付
某，付某承诺2011年8月份上
班。

从这以后，兰某一直打
电话催促，而付某却不断推
脱，直到2012年9月份，兰某
赶到付某家中要求拿出说
法，之后便再也联系不上付
某。

2013年3月，兰某称从付
某姐姐处得知，付某一直没
有为其办事，而汇来的钱却
被挥霍一空。兰某感觉被骗，
便报了警。

目前，付某因涉嫌诈骗
被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一楼没防盗网
俩贼翻窗行窃

本报菏泽7月10日讯 (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增
强) 两名贵州省籍贯男子，
千里迢迢赴菏，游荡在开发
区八一路附近，伺机盗窃。8

日凌晨1点左右，见一户人家
窗户没有防护栏，翻窗而入
盗走价值10000余元物品后，
逃至濮阳，仅一天时间被警
方抓获。

7月9日，菏泽市开发区
公安局刑警大队在河南警方
配合下，将涉嫌入室盗窃的
犯罪嫌疑人冉某、何某抓获
归案，这距案发仅1天时间。

7月7日，家住贵州省铜
仁地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
何某与冉某来到菏泽，准备
伺机盗窃。

据犯罪嫌疑人冉某交
代，他和何某先洗了个澡，休
息一会，直到凌晨1点左右，
他们才出去伺机作案。在八
一东路，他们锁定一栋两层

楼房，该楼一楼后面窗户没
防盗网，何某就从窗户爬了
进去。确定楼房内外环境后，
冉某爬进房屋。他们窃走棕
色牛皮旅行箱一个、索尼牌
摄像机两部、松下牌摄像机
两部、人民币珍藏册一册、砚
台一个等，涉案物品总价值
10000余元。

随后，他们翻过院墙，直
接赶赴菏泽汽车总站，准备
坐车到濮阳，投奔朋友。

8日早晨，菏泽市开发区
警方接到报警，展开侦查，提
取现场痕迹物证，周边走访
调查，调取视频监控，并发现
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确定
其在汽车站乘坐客车逃往濮
阳。

7月9日，民警赶至濮阳，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两人
抓获归案。目前，犯罪嫌疑人
冉勇、何旭松因涉嫌入室盗
窃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济广高速公路菏泽段K208+979至K232+877，于2013年7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进行道路
大修届时半幅施工、半幅借道通行。敬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路政服务电话：96660。

菏泽市公路局
2013年7月10日

公
告

★牛印钊的房产证（证号为26-397）丢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女子征婚噩梦：中了骗子连环计
男友是假的，又被哄骗买假币，假币又掺假，她还因买假币被拘留

本报单县7月10日讯(记者 周
千清 通讯员 于海梅) 单县一
女子通过婚恋网站征婚认识一“男
友”，“男友”诱骗其购买假币，该女
子气愤报案。令她没想到，她因涉
嫌购买假币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7月10日，单县籍女子王某遭遇如
此“尴尬”事。

单县籍女子王某在当地经营
一个小杂货店。今年4月，王某通过
婚恋网站征婚启事，认识自称在郑
州做建材生意的一名男子。

交往中，该男子给王某几张50元
假币让她试着消费，王某拿到钱后很
轻易地花了出去。该男子告诉王某，
他还有很多这样假币，只需要她花3
万元就能买到12万元假币，等两人攒
够钱就可以买房结婚。

有先前消费出假币经历，加之
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王某欣然同
意。6月21日，该男子通知王某到郑
州买假币。经商量，王某付给该男
子3万元，购买12万元假币。付钱之
后，该男子便帮王某叫了一辆出租

车让其离开。
回到单县后，王某打开手提箱

竟发现12沓面值50元的假币，除上
下两张是单面假币外，里面全是白
纸，而所谓的“真”假币只有1200
元。

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王某便
到公安机关报案。但她没想到，自
己也因此事承担了法律责任。

7月10日，王某因涉嫌犯购买
假币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
此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被盗山羊
失而复得

“太谢谢你们，帮俺找回养老的命根子！”7月10日，鄄城县董口镇赵营村
村民赵老汉和老伴，望着失而复得的5只羊，对鄄城县刑警大队民警连声道
谢。据悉，鄄城县公安局开展“守护青山羊”集中打击盗羊犯罪专项行动以
来，向盗羊犯罪案团伙发起猛烈打击。7月9日，打掉一个盗羊团伙，抓获犯嫌
疑人6名，该团伙先后作案达15起。

本报记者 景佳 通讯员 刘星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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