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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捡万万元元现现金金贴贴启启事事寻寻失失主主
退休职工胡西学：虽然不富裕，但不是自己的不能要

少干了活却
还想多拿钱

本报12月4日讯 (通讯员
马红磊 记者 赵树行 ) 原告
柳某与被告王某原本签订某条
河东侧航道疏浚工程合同，后因
东侧施工难度大，双方在没有另
外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改为疏浚
易施工的西侧。工程完毕后，就
工程款双方产生了分歧。

柳某与王某签订某河东航
道疏浚工程合同，约定由柳某组
织机械、人工进行施工，按每立
方米12元计算。但由于东航道施
工难度太大，柳某多次提出改为
西航道施工。王某同意柳某疏浚
西航道，双方并未签订新合同。
工程完成后，柳某要求王某按照
原先东航道施工合同确定的每
立方米12元的标准付款。王某认
为西航道施工难度较小，按照每
立方米1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
了130多万元。柳某便诉至法院，
要求王某支付剩余款项共40万
元。

经无棣法院审理，柳某与王
某签订的东航道浮淤堵合同并
未得到履行，最终工程地点改为
西侧航道，双方未就西航道的清
淤订立新的书面合同，柳某主张
西侧航道的清淤工程工程款单
价仍按每立方米12元计算，无证
据证实，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
信。柳某据此主张工程款单价亦
因为工程施工难易的变化而改
为每立方米1 0元，符合客观实
际，对该项主张予以采信。综上，
王某并不欠柳某工程款，驳回了
柳某诉讼请求。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王
茜茜 通讯员 呂同保) 滨城
区建翔小区西区一位67岁的退
休职工，遛弯时捡到万元现金，
却不为所动。为让失主知晓，他
在小区内贴招领启事。第三天，
失主终于上门认领。

11月16日，吃过午饭后，家
住滨城区建翔小区西区的退休
职工胡西学和往常一样到楼下
遛弯。胡西学回忆说，“我刚从
马路牙子上走下来，没走几步，
就看到一堆树叶子下面有一个

东西。”当天正好刮大风，吹下
来的枯树叶厚厚地堆积在路
边，一个写着“中国建设银行”
字样的牛皮信封被半掩在叶子
下面。

“我把那个信封捡起来，打
开一看，竟是一沓钱，都是一百
的。”胡西学说，“一看是钱，我
就赶紧又装进信封里了。”此
时，胡西学的朋友郭玉才走过
来清点了一下，整整10000元。

“这么多钱，我当时以为是谁家
看病的钱，就吆喝了几声。”胡

西学说，过往的人都没有反应。
俩人在原地等了约一个小

时，一直没有人认领。胡西学便
与郭玉才商量，打印几张招领
启事贴在小区内，失主看到启
事就会来认领。胡西学让郭玉
才拿着钱回家，自己去文印社
打印了6张招领启事。

11月19日，失主打来电话
并上门认领了10000现金。据了
解，16日中午，失主在中国建设
银行取出一万元现金，准备给
单位交上暖气费。但与朋友聚

餐时喝醉了，丢了钱却不知道，
直到19日看到小区内张贴的招
领启事后，才知道胡西学和郭
玉才捡到了丢失的一万元。认
领现金后，失主在网上发帖对
胡西学、郭玉才表示了感谢。

据小区居民反映，胡西学
的老伴刘冬梅曾两次捡到钱
包，都归还了业主。

“虽然我们家不富，但不是
我们的，我们就不能要。”胡西学
说，“而且作为一个老党员，就要
给大家做实事，为党争光彩。”

换换了了新新““房房东东””，，房房租租要要重重交交？？
技校：从没收到房租，不交将停电 体校：租金已用于学校维修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邵芳
见习记者 赵红) 4日，滨州

市高级技工学校东侧五金店崔
老板打电话称，由于“房东”发生
了变更，现在他们12家租户被要
求复交一年的房租，对此他非常
无助。

崔老板说，原来沿街房属于
滨州市滨城区体育中学所有，自
己和其他11位租户于去年通过
中介将2012年4月28日到2014年
4月27日的房租，交给了原房东
区体校。但2013年5月份，区体校
搬迁，现在沿街房归滨州市高级
技工学校所有。由于技校并没有
从区体校那里得到已经交过的
房租，半个月前，技校要求12家
沿街房租户重新上交2013年5月
至2014年4月的房租。

“这非常不合理，以前就交
了房租，为啥让我们重交！”崔老
板说，4日，12名租户都接到了技
校下达的通知，要求他们在6日
前将房租交上，否则学校将不定
时停电、提高租金、提前收回房
屋。“你看，这就是我当时与中介
签的合同。”租户们纷纷拿出合
同证明已交了房租。

随后记者联系了中介，中介
拿出了去年与区体校签的协议。
合同标明，12套房子自2012年4
月至2014年4月，共计11余万已
上交，且强调租金必须用于体校
老院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维修，落

款有“滨州市滨城区体育中学”
的公章。“当时我将这笔钱交给
了区体校张校长，并签订了此协
议。因为租金用于学校的维修，
当时的收据是以收到防水工程
款、刮瓷费用名义开的，并没有
盖体校的公章。”中介高先生说，
现在技校并不承认原来的房租
合同，要求体校开具收款证明和
详细的花费。

区体校的张校长告诉记者，
自己确实从中介收到了租户的
房租。由于学校施工需要，张校
长委托中介对学校进行了刮瓷
维修。维修工作大约从今年3月
持续到5月。张校长表示，房屋交
接时区领导曾明确告诉技校，
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的房租
已用于学校维修。当记者问及可
否开具收款证明时，张校长说，

体校的公章搬迁时落在了技校，
现在无法开具证明。

随后记者联系了技校后勤
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
员称技校没有收到这笔房租，所
以要继续讨回。当记者问及是否
知道房租已用于学校建设时，这
名工作人员矢口否认，并不愿多
加解释。关于此事，本报将继续
关注。

两两个个人人办办同同一一张张身身份份证证
娘家哥顶替丈夫办了二代身份证，只为改小年龄进工厂

本报12月4日讯(通讯员
袁红梅 记者 王茜茜) 丈夫
第一次办理二代身份证，妻子
竟说是原件丢失重新补办。细
问之下，原来是妻子的娘家哥
顶替丈夫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只为改小年龄进工厂。

2013年11月，张某和妻子
刘某来到邹平县焦桥派出所办
理二代身份证。“你曾办理过二
代身份证吗？”户籍民警接过户
口本后问张某。

“没有，这是第一次办，之
前一直在外地打工，因为一代
身份证作废了，这次是特地赶
回来办理二代证的。”张某说。

“他没有办过，这次是补办，
之前的丢了。”张某刚说完话，妻
子刘某便急忙对户籍民警说。

查出系统，张某确实于
2012年2月20日已经办理过二
代证。但经民警细心对比发现，
系统中的照片与面前的张某长
相差异很大，并非同一人。此

时，张某的妻子看起来很紧张，
眼睛不敢与民警对视。加上夫
妻俩人说的话前后矛盾，民警
认为此事可能有蹊跷。

原来，2012年2月刘某的大
哥要进厂工作，但是大型企业
都有年龄限制，刘某的哥哥因
为年龄偏大不被录用。情急之
下，刘某就给哥哥想了个招，丈
夫张某一直在外地工作，二代
身份证还未办理，刘某便让哥
哥拿着丈夫张某的户口本顶替

张某去户籍室办理了二代身份
证，并凭借二代证成功进了企
业工作。

因刘某及刘某哥哥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法》的相关规定，本应予以
行政拘留，但鉴于刘某、刘某哥
哥事后承认错误的态度较好，并
将原证交回，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焦桥派出所本着以教育为目
的原则，依法分别给予刘某、刘
某哥哥罚款和警告处罚。

1111分分钟钟破破获获街街头头扒扒窃窃案案
犯罪嫌疑人多地扒窃10余起，涉案3万余元

本报12月4日讯(通讯员
苏振明 记者 王忠才) 12月
2日，沾化县公安局成功破获系
列跨市街头扒窃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一名，从接到报警到抓
获嫌疑人用时11分钟。

12月2日正值沾化县富国
大集，案件当事人刘某在沾化

县城步行街服装店购买衣服，
待付款时发现身上钱包不见，
且衣服有被扒窃的痕迹，于是
急忙打电话报警。沾化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民警接到报警后，
迅速指令富国派出所出警，并
调取了案发地监控。

民警通过查看监控画面，发

现嫌疑人在商店门口扒窃过程，
并进一步锁定嫌疑人去向，遂及
时指令出警民警及巡逻民警上
路堵截，在步行街附近的巡逻民
警迅速出击抓获嫌疑人，从接到
报警到接到出警反馈嫌疑人被
抓获，一共用时11分钟。

经讯问，该嫌疑人赵某，系

外地外来人口在滨州工地打
工，赵某年过半百，感觉辛苦打
工来钱太慢，心情黯淡并生出
不良想法。自2013年开始，赵某
流窜到滨州、东营等地街头扒
窃10余起，涉案价值3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已被刑
事拘留。

租户与中介签订的合同表明，租金已上交。 邹平县焦桥镇>>

上门服务解
群众难题

本报讯 近日，焦桥镇计生
服务站刘晓将其所包6个村18名
育龄妇女的孕前健康查体结果
单一一送上门。

今年以来，焦桥镇计生服务
站坚持定期上门访视服务工作，
为育龄群众开展生殖健康服务、
孕前孕期、术后访视服务，积极
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项目。与此同时，该服务站创
新工作方法，开展“八上门”服务
活动，即：生殖保健服务证送上
门；生育证送上门；婚育证明送
上门；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送上
门；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送上
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免费
计生宣传品送上门；术后随访、
孕期保健、孕情检测上门。

(李鹏)

邹平县长山镇>>

实行计生工作
分级负责制

本报讯 长山镇通过实行计
生工作分级负责、分级落实，进一
步夯实了计生基层基础。

为着力解决镇、村计生工作
“两张皮”的问题，长山镇建立健
全镇领导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
计生专干和包村干部“四位一体”
的责任机制。每年年初，镇党委、
政府都明确镇领导干部包村数
量，逐一签订包村工作责任书。将
全镇人口计生工作各项目标量化
分解到村，与村两委签订计划生
育目标责任书，明确村党支部书
记为人口计生工作第一责任人，
村计生专干为具体责任人。完善
镇计生工作人员包村责任，实行

“一岗双责”。
(郭玉刚 颜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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