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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习惯和市场人气亟需培育

学学院院步步行行街街商商铺铺纷纷纷纷关关门门
不满换工作
女子欲跳楼

网上挺浪漫
未料是骗子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孙婷婷 楚俊
玉 通讯员 杜长青) 8月19日10时许，夏
津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夏津工业园一名员
工爬到了公司楼顶上，准备跳楼。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看到，一名女工在
四楼的楼顶上准备跳楼，怎么劝说她就是
不下来。由于楼顶比较空旷，一看到救援人
员上楼，女子的情绪明显的很激动，单位的
同事和救援人员只好在对面的楼上劝说女
子，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劝说，下午4点左右
女子终于从楼上下来。

据了解，女子是因为调换了工作岗位，
一时想不通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
员 王秀礼) 在陌陌结识体贴浪漫的“男
友”，可被骗了7000块钱，才发现自己竟不
知男友的真实名字。夏津女孩小莉(化名)，
就做了这样的糊涂事儿。

夏津女孩小莉喜欢玩陌陌聊天。8月
初，一个自称李强的人加她为好友，并且说
自己也是夏津人，二人聊得很投机，两人迅
速成了男女朋友。一次见面中，“李强”发现
小莉卡内有存款6000多元。

8月13日中午，“李强”邀请小莉吃饭，吃
饭前“李强”以代替小莉存包为由将小莉皮
包拿走。包内放有手机、身份证，还有那张里
面存了学费的银行卡等。见男友一去不回，
小莉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赶紧报了警。

经查，小莉所说的“李强”竟没有这么
个人。根据线索，一周后终于锁定了嫌疑
人。吕某，24岁，夏津县新盛店镇人。19日，
在德州一宾馆被抓获。

不是“中医”就是“主治”

41家按摩店“吹”得有点悬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孙婷婷 楚俊玉 通讯员

李诚 ) 俗话说“酒壮怂
人胆”，最近在齐河因喝酒
惹事的案例还真不少，齐河
警方两天就拘留了11名“酒
鬼”。

“前天晚上我喝得太多
了，干了些什么事我全都忘
了，给受害人造成这么大伤
害，我想争取他们的谅解。”8
月19日，违法行为人赵某等
三人在治安处罚决定书上签
下自己的名字。

8月12日晚，赵某、谭某、

王某等三人下班后到县城一
家啤酒城喝酒。晚11时许，三
人即将离开时，把酒洒到了
邻桌老赵的身上，三人为此
与老赵发生争吵，并持酒瓶、
马扎对老赵进行殴打，致老
赵轻微伤。8月19日，赵某等
三人因故意殴打他人分别被
治安拘留。

无独有偶，8月11日晚11
时，黄某、付某、郭某等8人因
寻衅滋事被处罚。

据了解，像这样酒后做
出违法行为的“酒鬼”齐河警
方两天就拘了11名。

喝酒惹事的真多

两天拘了11人

2014年，齐河农商银行开展了
无缝隙的“规范化服务”全覆盖活动，
将营业网点的微笑服务有效移植到
所有的村庄，在农金通站点、POS服
务站，农民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与营业
网点一样的规范化服务。该行组织培
训小组瞄准营业人员服务细节发现
问题和不足，通过现场教授服务礼

仪、服务规范、特殊事件处理等内
容。循环指导营业人员对柜面业务、
引导咨询等环节的服务礼仪，从表
情到语言、从手势到站立行走进行统
一规范。在服务站点设置意见簿、公
示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收集客户意
见与建议，定期整理，及时采纳。

(王宁 魏宝瑞)

齐河农商银行“美丽”服务进“乡村”

庆云农信社筑牢案防“铁篱笆”

庆云农信社始终把零发案作
为案件防控的底线目标，通过组织
风险排查、案防培训、案例宣讲等
方式，持续不断传导案防压力，有
效提升了案防水平。

针对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风
险逐步向银行体系传导渗透的现
状，该社加大对重点岗位、重点业
务及薄弱环节的检查力度，并对员

工异常行为进行监测，明令禁止参
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及其他非法
吸收资金的行为。还本着“自查从
宽、他查从严”的原则，对于自查发
现的苗头性问题并及时整改的免
于责任追究，有效提高了风险化解
及风险事件处置能力，筑牢了案件
防控的“铁篱笆”。

(王新波 董建泽)

8月20日，在运河下游，一位老人赤脚去捡拾河流中遗弃的塑料瓶。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淘“金”

吃个团圆饭
父亲遭儿打

开学前查笔

8月20日，庆云县工商部门在校园周边查扣假冒
“晨光”牌中性笔254支、笔芯81支。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楚俊玉 通讯员 张俊芳
摄影报道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张磊) “学院地下步行街怎
么关了这么多店？”19日，市
民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称，
自己去学院步行街逛街时，
偶然发现步行街内不少商铺
正在关门待转。

20日上午9时许，本是店
铺开门营业的时候，但在步
行街三区、四区和五区绝大
部分商户店门紧闭，并未有
店主前来开门营业。还有很

多商户，在门前贴出无条件
转让或出租的告示。

在四区，仅30多米的距
离20家店铺里就有10多家店
铺关门待转。由于长时间不
开门营业，一些店铺门前贴
着由学院步行街管理办公室
贴出的清场通知。一些因事
请假未开业的商户，已经超
过请假期限仍未营业。

“本来就不景气，学生
放假后来地下商场的人更

少了。”美发店老板张先生
说，学生放假前，一天能有
200多元营业额，除去每月
2600元房租和其他水电物
业等其他费用，勉强收支平
衡。学生放假后，现在一天
仅有几十元的收入，连基本
的房租都很难挣出来。去年
12月份签订合同时，张先生
交了半年房租和5000元押
金。6月份房租到期后也一
直没再缴纳，现在到了8月

份5000元押金即将用完，他
也打算另谋出路。

据业内人士付先生介
绍 ，学 生 消 费 习 惯 很 大 程
度 上 来 自 于 往 届 生 的 诱
导 。地 下 商 场 建 设 两 三 年
以 来 ，学 生 已 经 逐 渐 习 惯
了沿街购物。另外，新建的
地下步行街有接近500家商
户 ，加 上 校 内 和 校 外 沿 街
200多家，仅靠学生群体消
费能力将很难支撑。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乐伟) 近日，长青街几家
推拿按摩店因招牌上有“中
医”“主治”等字眼，存在违规
宣传，被责令当场摘除招牌。
20日，记者了解到，德城区卫
生监督所日前共监督检查57
户，其中41家存在违规宣传。

据德城区卫生局卫生监
督所医管科魏科长介绍，德
城区原有推拿按摩店百余

家，经过日常巡查规范后，目
前共有57家。这些店可以做
推拿按摩，但没有针灸、正
骨、刮痧等诊疗活动资格。根
据规定，宣传时不准有“中
医”“主治”等，也不能出现疾
病名称。

“整治过程中，发现不少
推拿按摩店的牌子上出现了
违规宣传，还有部分推拿按
摩店存在针灸、正骨等非法

行医活动。”魏科长说，大部
分按摩店正规经营意识差，
都打着“中医推拿”“刮痧”

“拔罐”的招牌。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

共计监督检查57户，对存在
针灸、正骨等非法行医活动
的3家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
对存在违规宣传的41家机构
下达了相关法律文书，责令
其摘除相关标识。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
员 李勇) 临近开学，本是辞行宴，可在
庆云打工的陈先生却被儿子打得头破血
流，不得已报了警。

18日晚，庆云县东辛店一工地上一名40

多岁的男子胳膊上满是鲜血，旁边一名中年
妇女头部被打破，满脸都是鲜血。不远处一
名男孩拿着木板面对两个人。

原来，被打男子陈某和姐姐一家从河南
来庆云打工，暑假把儿子接到了身边。暑假
结束，儿子要回河南。全家吃个团圆饭。陈先
生教育儿子要好好学习，否则以后没出息。

谁知儿子根本不听，两人还为此吵了起
来。儿子拿起身旁的一块木板打伤了父亲的
胳膊，还将坐在一边的姑姑的头部打破。

见态势有些控制不住，陈先生报了警。可
看到民警要将儿子带走，陈先生突然改口，一
个劲地替儿子开脱求情。虽然他很生孩子的
气，但更害怕儿子被公安部门依法处理，在人
生记录上留有污点，影响孩子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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