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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万国际广场杯”冬季寻宝活动第三期周末举行

寻寻宝宝活活动动又又新新增增两两类类宝宝物物

本报枣庄12月4日讯(记者 甘倩
茹 马明 见习记者 孙越) 经过
精心准备，“中万国际广场杯”冬季寻
宝活动第三期将于本周末开启，现有
十多个商家为本次活动提供奖品，其

中本周又新增两个由脉道SPA养生
会所提供的养生免费体验卡、山东高
速信联支付有限公司提供的面值50

元的山东高速信联卡等新奖品。同
时，前两期剩余的奖品也将全部投
放，第三期寻宝活动期待您的参加。

目前，已有三百多位市民报名
参加本次活动，为了更好地维持现
场兑奖秩序，报名时包括本人在内
最多报3名，兑奖时最多换9份奖品。

只要运气好，只要眼明手快，就能在
纷纭事物中找到“宝物”，赢得价值不
菲的现金、商品或现金折扣券。本次
活动最后一期将于12月8日在荆河公
园举行，奖品丰富。因此，如果想要寻
到“宝物”市民要赶紧报名了，未报名
的市民可以在本周六(12月7日)下午
五点前到中万国际广场售楼处报名，
然后持已盖章的寻宝手册参与周日
的荆河公园寻宝活动。

凡是齐鲁晚报的读者均可持本
报当周刊发的《寻宝》版参加。读者
根据本报《魅力滕州》寻宝版的提
示，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特定区域
内寻宝。寻宝者只要在特定区域内
寻找到宝物标志，即可按序号兑换
相应的宝物。由于寻宝场地等原因，
具体寻宝场次可能会限定人数，想
要参加寻宝的读者，需提前到指定
地点(中万国际广场售楼处)登记报

名。
为增加大赛的参与性，本报将

继续面向社会征集“宝物”。凡为“中
万国际广场杯”冬季寻宝活动提供
宝物的企事业单位，本报均相应地
给予各种宣传回报。献宝物电话 :
15163225720 活动报名电话：0632-
5237777 活动群:70717605 报名地
址：滕州市荆河路中段(邮电宾馆东
临)中万国际广场售楼处。

本报枣庄12月4日讯(记者 甘
倩茹 通讯员 杜斌) 滕州一美
容院老板韩某因和顾客发生纠纷，
竟在微信和陌陌上公然散布顾客
私人信息并对其辱骂。为此，韩某
被派出所治安拘留三天。

据了解，韩某是一家美容院的
老板，满女士是她店里的常客。在
一次做美容时，韩某向满女士推荐
了一套价值八百元的化妆品。由于
双方熟悉，所以满女士只交了300

元就把东西带走了。回去后满女士
感觉化妆品效果一般，再加上准备
结婚，所以就没再去美容院，剩下
的500元满女士想结婚之后再去结
账。随后，韩某给满女士打电话催
促她结账未果后，韩某便利用网络
聊天工具散布满女士私人信息，并
对满女士进行侮辱诅咒。

满女士得知韩某的行为后非
常气愤，收集了相关证据到派出所
报案。韩某利用即时聊天工具公然
损毁他人人格，侮辱他人名誉，被
派出所以侮辱罪治安拘留三天。

散布顾客信息
美容店老板被拘

俩俩人人合合伙伙做做生生意意 散散伙伙起起纠纠纷纷
司法所调解后俩人握手言和

本报枣庄12月4日讯(记者
甘倩茹 见习记者 孙越 通
讯员 赵荟杰 王广超 ) 近
日，影视剧中常出现的“亲兄弟
明算账”一幕在滕州市鲍沟镇某
村村民张某兄弟二人身上上演。
兄弟二人十年前合伙做生意，
现今破产后因分账问题而闹矛
盾并结下了恩怨，后经鲍沟镇
司法所调解，兄弟二人重归于
好。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
年前，2003年春节过后，张某兄

弟二人合伙投资20万，建立了
一个小型厂房做玻璃加工生
意。建厂初期，兄弟二人感情甚
好，当时大哥张甲手头宽裕多
投资了几万元，二弟张乙资金
紧张就多出力联络销售出路。
就这样兄弟二人干劲十足，生
意越做越好，收入甚是可观。因
此，兄弟二人没有明确盈利分
红、出资额以及合伙入股问题。
这也为日后，兄弟俩因厂子经
营不善，导致破产在分账问题
上产生纠纷埋下了隐患。双方

为此多次发生口角，但问题一
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本来是相
互扶持的兄弟，二人却因此形
同陌路。

2013年冬至，张某兄弟二人
再起事端。原因是二弟张乙在大
哥张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破产
后剩下的十几间厂房、机器设备
抵押给债主。张甲对张乙的所作
所为愤怒不已，一气之下找到张
乙问到：“厂子破产至今，咱们账
务没有分清，你凭什么瞒着我打
起了厂房和机器的主意？今天你

得给我给交代，不然咱俩没完！”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谁都不让谁，
最后越闹越僵。鲍沟镇司法所闻
讯后赶到现场，以相关政策法规
疏散了双方当事人，事件暂时得
以平息。事后，司法干警以相关
政策法律法规为基准，经过两天
的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
致协议并在司法所的见证下，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张
某兄弟二人均表达了悔意，握
手言和，表示今后一定会珍惜
兄弟情。

减少违规用热，保障供热质量

城城区区开开查查供供暖暖乱乱收收费费
本报枣庄12月4日讯(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周甜甜 )
4日，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强

滕州市供热行业监管，保障热
源及供热企业、换热站、热用
户的合法权益，滕州市住房和
城市建设局和其他相关部门，
在城区开展供热执法专项检
查活动。

据了解，目前，滕州城区
已 经 全 面 供 暖 ，在 用 热 过 程
中，有些市民存在违规用热现
象。为了提高供热质量，减少

供 热 纠 纷 ，保 障 市 民 温 暖 过
冬，滕州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等相关部门，根据《枣庄市城
市 集 中 供 热 管 理 办 法 》等 文
件，开展了供热执法检查，依
法查处供热工作中的违法违
规行为。

据介绍，本次专项检查的
项目主要有，供热能力、热煤储
备、人员培训、供热宣传、合同
签订、热费收缴等各项供热准
备情况；供热单位履行供热设
施维修、养护责任，安排专人值

守，保障供热设施安全、稳定、
正常运行情况；突发性供热系
统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组织、
演练以及备品备件的准备情
况；小区二次管网改造情况；查
找并消除供热生产运行安全隐
患，包括供热企业锅炉(热源)、
水循环系统、供热管网、换热站
等安全生产及稳定运行情况；
查处换热站经营管理单位减少
流量、克扣热费、目前报热费情
况，住户室温不达标的行为；查
处乱收费、乱涨价或变相涨价

等违反价格政策的行为；监督
检查供热合同签订、消费者权
益保护落实情况；查处擅自拆
改供热设施、私接换热器、窃用
供热用水，影响供热系统安全
稳定的行为；查处因设备故障
或热源不足停供，未提前通知
用户以及未将重大信息及时公
布的行为。

工作人员表示，检查活动
结束后，将对执法检查情况进
行总结，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及时解决问题。

自从滕州市开展电动车登记打码服务后，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与关注，
许多民警走进辖区为市民电动车安户打码。

本报见习记者 孙越 本报通讯员 丁军 刘光龙 摄影报道
电电动动车车 上上户户啦啦!!

本报枣庄12月4日讯(记者 马
明 通讯员 刘合贵 于明珠) 4

日，记者从滕州市北辛街道获悉，
该街道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为
契机，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
众素质，倡树文明新风，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建设生态环境
优美的宜居家园。

4日，记者来到北辛街道俞寨
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如画
的新农村面貌。据悉，该街道目前
已投资1600余万元用于村居道路
硬化和绿化、净化建设，整修道路5

万余米，栽植苗木2 . 5万余株，购置
电动垃圾转运车8辆、垃圾桶2132

个。
“现在居里有专门的垃圾斗和

保洁员，每天都将居内卫生打扫得
干干净净，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变
化真大。”该街道俞寨居居民张东
民说。

该街道通过召开动员会、出动
宣传车、印发明白纸、组织文艺演
出、居内广播等多种形式，宣传活
动的意义，在全街道营造浓厚的工
作氛围。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
中，街道对周边主干道路沿线和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了整
治，并采取街道出资和多方运转资
金相结合的方式，对居内道路进行
绿化，对居内垃圾实行日产日清，
不断提高生活质量。

另外，还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的开展，评选出“道德标兵”、“十大
文明户”以及“美丽乡村”建设杰出
贡献个人，并进行表彰奖励，以此
带动辖区群众参与到“美丽乡村”
建设行动中去。

提升幸福指数
建设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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