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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2013年10月1日~11月
3 0日，聊城北斗集团东风
悦 达 起 亚 真 情 让 利 消 费
者，全面启动“双跑出击
全新体验”大促销活动，为
消费者备足三重惊喜！

第 一 重“ 行 动 有 好
礼”。活动期间，登录东风
悦达起亚官网并留下意向
信息，择日前往经销门店
赏车或参与试驾，即有机
会赢取由品牌提供的精美
礼品。同时，扫描企业微信
二 维 码 并 编 辑 回 复 文 字

“ 新 狮 跑 ”或“ 2 0 1 4 款 智
跑”，即可获得企业送出的

“再惠500元购车优惠券”，
可在购车时抵用。第二重

“激情赢挑战”。活动期间，

关注企业官网公布的全新
体验路线日程并参加报名
试驾会，亲身体验驾驭激
情的消费者，可在现场订
车时享受购车惊喜特惠政
策。第三重“购车越惊喜”。
活动期间，购买双跑任何
一款车型的消费者，均有

“新车驾到”大礼送到！除
可在购车时尊享2000元置
换补贴和分期付款0利息0
手续费的优惠政策以外，
购买智跑的客户还可额外
获赠“智先锋”四件套组；
购买狮跑的客户可额外获
赠 拓 界 装 备 或 汽 车 隔 热
膜。此外，扫描企业微信二
维码，并在朋友圈分享相
关促销信息和驾车体验的

购车客户，即可参与抽奖，
获得赢取 iPadmin i大奖的
机会。消费者可通过登录
企业官网活动页面进一步
了解活动详情。同时，也可
关注企业的新浪微博@东
风悦达起亚，了解更多精
彩信息。

作为国内都市SUV市
场中风头正劲的一双人气
组合，“双跑”兄弟一直以
来都稳居所属车型细分市
场第一阵营的宝座，拥有
着优越的销量表现，更积
累起良好的用户口碑。未
来，随着一系列扎实、有效
的营销举措的积极推进，
相信这对“双生兄弟”定会
拥有更佳的市场表现。

“双跑出击“全新体验

本报聊城10月9日讯(记者 谢
晓丽) 9日，记者从聊城市住建委了
解到，今后三年，聊城将集中实施城
镇化发展“4335”工程，即抓好四个
层次城镇化体系建设，实施3000个
城镇化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000亿
元，实现城镇化率达到50%的目标。

据介绍，四个层次城镇化体系，
即市中心城区、县市城区、小城镇和
农村新型社区。今秋明春，市城区将
重点实施20个城建重点项目，共涉及
五大类。其中，城市道路交通工程包
括聊茌东大三角交通、五环聊城、城
区路网。民生工程包括棚户区改造、
市政公用、人民广场改造。科教文体
工程包括体育公园、市民文化中心、
图书馆、高级技工和财经学校、西安
交大科技园。生态旅游工程包括徒骇
河世界运河(建筑)博览园、古城保护
与改造项目、盛世天湖生态科技园工
程、凤凰苑植物园、凤凰湖、江北温泉
小镇文化旅游项目。商贸、开发工程
包括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万豪金融
商务、恒大名都等。

为确保“4335”工程顺利实施，
聊城市将实行市级领导帮包项目责
任制。

不慎滑落校内景观湖，幸被附近休息的两名学生救起

大大学学生生校校园园内内贴贴寻寻人人启启事事找找恩恩人人
城区重点实施
20个城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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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彩本报聊城10月9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徐宗印
邢先进) 只因6岁的女孩不

听话，狠心的继母就动手打，
还将孩子丢在夜色的马路上。
8日晚，冠县民警接到报警，将
丢失的孩子找了回来，并对孩
子的继母做出严厉批评。

10月8日21时许，冠县公
安局桑阿镇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一名6岁的女孩丢失，接到报
警后，民警王宪营迅速带领队

员赶赴现场，经初步了解情况
后，民警迅速分成两个小组，
一组立即通知周围临近村庄
的村委会，通过村庄大喇叭
广播有关情况，另一组逐村
逐巷的在辖区内开展地毯式
搜寻，同时还发动群众帮忙
一起寻找。经过民警排查得
知，辖区一位村民傍晚曾捡
到一名女童。民警立即与这
位村民取得联系，通过其电
话里描述确定就是丢失的女

童佳佳（化名），随后民警带
领小佳佳回到家中。见到失
而复得的孩子，小佳佳的反
应却令民警疑惑不解，见到
父母不但不高兴，反而用力挣
脱母亲的拥抱。

原来郭某并不是小佳佳
的亲生母亲，作为继母的郭某
平时打骂小佳佳，这天傍晚郭
某带着孩子出去玩，路上小佳
佳又不听话，生气的郭某动手
打了小佳佳，还将小佳佳扔在

了路边，并吓唬孩子说不要她
了。年幼的孩子心理受到了打
击，继母走后孩子在路边哭了
起来，并越走越远。幸好遇到
李某的救助，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民警了解真相后，对小佳
佳的父母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教育。小佳佳的继母郭某对自
已的行为也相当后悔，表示以
后要好好对待女儿，不会再有
同样的事情发生。

嫌孩子不听话动手就打

66岁岁女女童童遭遭继继母母丢丢弃弃在在路路边边

大学生小程在校内景观湖边玩水
时不小心滑落湖中，危急时刻，在附近
休息的两名大学生，巧用木棍把她救
起。救起后见小程身体无大碍，两人就
悄悄离开。为寻找救命恩人，女生在校
园张贴寻人启事。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本报聊城10月9日讯(记者 谢
晓丽 通讯员 吴华军) 10月7日，
副市长任晓旺在住建委、财政、国土
等部门及南部旅游度假区相关负责
同志的陪同下，就南部旅游度假区
建设进行现场办公。要求南部旅游
度假区及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力争
三年时间形成城市新气象。

任晓旺要求，旅游度假区建设
首先要聘请国内外名家高手高标准
规划，打造现代化新城市，体现出

“新人新气象”。要首先谋划旅游度
假区的道路框架，所有道路、绿化都
要高标准建设，供水、供暖、供气等
管道要随着道路建设，同步下埋。要
优先确定安置房建设位置，尽快启
动凤凰苑植物园、凤凰湖等重点项
目建设。

南部旅游区
三年要出新气象

9日中午，在聊城大学东湖湖
边女孩落水处，记者见到了勇救落
水女孩的大学生李凤刚，他是汽车
工程学院2012级学生，谈及几天前
的惊险一幕，李凤刚心有余悸。

“听到有人喊救命，我和我同
学就跑过去了。”李凤刚回忆道，5

日上午11点左右，他带着山大同学
来东湖假山玩，坐在湖边木凳休息
时，听到有人在呼喊救命。并看到
有一女孩在湖中扑打而溅起的水
花，就和同学跑了过去救人。

李凤刚说，由于他和他同学都
不会游泳，也不知道河水有多深，
在朝落水女生跑时，发现有一根长

约2米的木棍，他就随手拿了过去。
赶到离落水女生较近的岸边，李凤
刚就侧着身子将一只脚踩在已被
水淹没的台阶上，双手将木棍递给
在水中挣扎的女孩。“当时我同学
拉住的左胳膊以防我被拖入水
中。”李凤刚说，女孩被救上来之
后，吐了两口水，在确定女孩无事
之后就离开了。

目前，经过一翻周折，小程已
经联系上了救起她的李凤刚，而当
时一块救她的徐志文已经返回山
东大学。9日，小程和救命恩人李凤
刚联系好在一块吃饭，以好好的感
谢李凤刚的救命之恩。

5日上午，小程带着
从外地来找她玩的同学
到聊大游览，到东湖湖边
时想玩一下水，却一脚踩
到被水淹没台阶上滑落
水中。“台阶上有一层青
苔，太滑了，重心没把握
好就一头栽进水里了。”
小程说。

由于不会游泳，小程
在水中不停的扑打，想游
到岸边，却事与愿违，身
体朝湖心漂去。“当时我
吓坏了，自己也发不出任
何声音来，只是一个劲的
扑打水面。”小程说，她同
学在岸边吓得不知所措，
先是呼喊她的名字，后见
到两个男生拿着木棍朝
这边跑了过来就直接喊

“救命，救命……”
跑过来的一名男生

将木棍递给了水中挣扎
的小程，小程抓住木棍从
湖中被救出来。

“上岸之后，我浑身

都湿了，不停地向外吐
水。待我回过神来之后，
却发现两位恩人早已不
见踪影。”被救女孩小程
说，为寻找救命恩人，她
在聊大校园到处张贴寻
人启事，期望救命恩人能
和她联系。

“我模模糊糊听到
救我的男生问我有没有
事。但是在我回过神来
之 后 想 感 谢 救 命 恩 人
时，见不到救命恩人的
踪影。”小程说，为不让
家人担心，她没敢直接
回家，就到朋友家换了
一身衣服。为寻找救命
恩人，她和朋友连夜写
了一个寻人启事，在6日
就张贴在学校的食堂和
男生宿舍，期望救命恩
人或者目击者能够和她
联系。“我一定要好好感
谢救命恩人，和他们交个
朋友，并愿用一生的时间
报答他们。”小程说。

“一定要好好
感谢救命恩人”

救起女孩后二人悄悄离开

现场还原

校园内贴出的寻人启事。(被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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