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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招 商商
你你为为经经营营困困难难而而困困扰扰吗吗？？

你你为为找找不不到到好好项项目目而而犯犯愁愁吗吗？？
你你为为利利润润持持续续下下滑滑而而烦烦恼恼吗吗？？
这这里里给给你你一一个个全全新新的的产产品品！！它它
是是生生活活必必需需品品，，但但比比你你现现在在使使
用用的的更更具具有有品品位位！！它它价价格格一一
般般，，却却具具有有不不一一般般的的价价值值！！它它
不不是是保保健健品品，，却却具具有有保保健健品品的的
功功效效！！它它就就是是：：
浩浩海海稻稻米米油油，，对对抗抗亚亚健健康康

稻稻米米油油是是新新一一代代健健康康
食食用用油油，，具具有有：：

11，，平平衡衡的的脂脂肪肪酸酸比比例例，，
被被世世界界卫卫生生组组织织((WWHHOO))推推荐荐
为为最最佳佳食食用用油油之之一一。。是是美美国国
心心脏脏病病学学会会((AAHHAA))推推荐荐的的健健
康康营营养养食食用用油油。。被被誉誉为为““心心
脏脏油油””、、““青青春春油油””。。

22、、富富含含谷谷维维素素，，居居所所有有
植植物物油油产产品品之之冠冠，，在在医医学学上上
常常常常被被用用来来镇镇静静助助眠眠、、缓缓解解
疲疲劳劳。。谷谷维维素素还还有有利利于于改改善善
微微细细血血管管的的循循环环功功能能，，有有利利
于于皮皮肤肤质质量量。。

33、、富富含含植植物物甾甾醇醇，，能能够够
抑抑制制人人体体对对胆胆固固醇醇的的吸吸收收、、
促促进进胆胆固固醇醇的的降降解解代代谢谢，，用用
于于预预防防治治疗疗冠冠状状动动脉脉粥粥样样

硬硬化化类类的的心心脏脏病病。。
44、、富富含含维维生生素素EE。。稻稻米米油油

中中的的生生育育三三烯烯酚酚，，是是维维生生素素EE

群群中中具具有有清清除除自自由由基基，，延延缓缓自自
由由基基导导致致衰衰老老进进程程的的有有效效成成
分分。。是是远远离离亚亚健健康康、、保保持持年年轻轻
与与活活力力的的有有力力武武器器。。

55 ..烟烟点点高高，，油油质质稳稳定定，，可可
使使菜菜肴肴保保持持原原汁汁原原味味，，延延长长
保保鲜鲜时时间间。。很很多多人人喜喜爱爱油油炸炸
食食品品，，儿儿童童尤尤为为普普遍遍。。但但油油
炸炸食食品品是是堆堆积积体体内内垃垃圾圾，，造造
成成肥肥胖胖的的重重要要原原因因。。稻稻米米油油
烟烟点点高高，，油油质质稳稳定定，，油油味味清清
爽爽，，避避免免了了这这一一危危害害。。

66 ..粘粘性性低低，，可可减减少少2200%%的的
油油的的吸吸收收，，同同时时稻稻米米油油比比其其
他他食食用用油油产产生生更更少少的的聚聚合合
物物，，清清洗洗厨厨房房更更方方便便。。

这这么么好好的的食食用用油油，，为为减减少少
中中间间环环节节，，尽尽快快走走上上市市场场，，公公
司司直直接接面面向向县县区区招招商商。。经经营营浩浩
海海稻稻米米油油，，你你能能得得到到：：

第第一一，，安安全全放放心心。。一一，，食食品品
安安全全：：公公司司引引进进最最先先进进生生产产设设
备备，，按按照照制制药药标标准准生生产产食食用用
油油，，质质量量始始终终如如一一。。产产品品选选取取
黑黑龙龙江江三三江江平平原原绿绿色色原原生生态态、、
非非转转基基因因原原料料，，从从源源头头上上保保证证
了了安安全全。。经经检检验验，，质质量量稳稳定定，，批批
批批符符合合国国家家标标准准。。

二二，，经经营营安安全全。。公公司司给给
团团队队最最大大收收益益和和发发展展空空间间。。
我我们们视视代代理理商商为为团团队队的的最最
主主要要组组成成。。代代理理商商享享有有提提成成
和和年年终终分分红红；；团团队队合合作作连连续续
33年年的的成成员员，，享享受受五五险险一一金金。。
另另一一方方面面，，如如果果有有产产品品剩剩
余余、、积积压压，，全全部部免免费费((物物流流费费
用用))退退货货或或换换货货。。最最大大程程度度减减
少少成成员员后后顾顾之之忧忧。。
第第二二，，几几大大优优势势助助推推：：

11、、各各县县、、区区只只设设一一家家，，
保保证证优优势势，，独独家家经经营营。。

22、、产产品品剩剩余余、、积积压压，，全全
部部免免费费((物物流流费费用用))退退货货或或换换
货货。。最最大大程程度度减减少少成成员员后后顾顾
之之忧忧。。

33、、不不要要求求首首批批进进货货量量，，
不不收收取取专专营营费费、、保保证证金金。。

44、、由由各各县县、、区区做做主主，，进进
行行不不同同的的促促销销活活动动。。

55、、公公司司市市场场专专员员全全程程
协协助助，，跟跟踪踪服服务务。。公公司司市市场场
专专员员就就是是你你的的业业务务员员，，工工资资
由由公公司司承承担担。。

66、、县县、、区区代代理理享享有有提提成成
和和年年终终分分红红；；合合作作连连续续33年年
的的成成员员，，享享受受五五险险一一金金。。

77、、成成绩绩特特别别突突出出的的，，提提
升升为为市市级级市市场场总总监监等等，，享享受受
相相应应待待遇遇。。

88、、每每年年一一次次外外出出学学习习
培培训训。。

你你还还犹犹豫豫什什么么？？赶赶快快拿拿
起起电电话话，，咨咨询询你你所所在在的的县县区区
是是否否还还有有机机会会吧吧！！就就在在我我们们
在在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发发这这个个消消息息时时，，
成成武武的的代代理理权权就就被被拿拿下下了了！！
公公司司驻驻菏菏泽泽办办事事处处负负责责全全
市市的的招招商商工工作作。。

联联系系电电话话：：
郭郭经经理理 1133334466221122667788

地地址址：：桂桂陵陵路路与与长长江江路路交交汇汇
处处馨馨润润家家园园

本报菏泽8月21日讯(记者
李德领 杨双媛) 8月12日，

本报刊登《为梦想，我们同携手，
共聚爱》报道后，引起菏泽爱心
人士高度关注，本报爱心电话
一直响个不停，仅5天时间，12名
寒门学子就已全部被认捐。21
日，本报举行了菏泽“爱心1+1公
益助学活动”见面会，爱心人士
将爱心款亲手交至学子手中，
并祝他们学有所成。

“爱心1+1公益助学活动”
见面会于上午9：30分开始，不
少学生8点钟左右就赶到了本
报编辑部。“很感谢爱心人士
的资助，这种场合咋能迟到？”
家住巨野县万丰镇冯沙沃村
的穆殿方第一个来到本报编
辑部，看起当天的报纸，随后

与其他陆续到来的学生聊了
起来。

见面会还未开始，早早赶
来的热心人宋女士就将爱心
款交到了张德强手中，鼓励了
他几句以后，就说有事情要先
回去。“我们不是为了受表彰，
就是想给孩子们尽份心意。”
宋女士如是说。

见面会上，本报菏泽记者
站站长黄体军向给学子们提
供帮助的爱心人士表示感谢，
并鼓励学子们坚强乐观地学
习和生活。他说，爱心人士的
行动充分说明了菏泽是一个
有大爱的城市，也希望学生们
能坚定信念、自强不息，要以
坚韧不拔的毅力在逆境中奋
进。“进入学校后要努力学习、

早日成才，也希望你们传递爱
心、回报社会，常怀感恩之心，
常举谢恩之行。”

随后，各位学子进行了自
我介绍，并阐述各自的梦想及
规划。学子们纷纷表示会努力
学习，以求成才后报答社会。
爱心人士对学子们的表现给
予赞许。“我们不求回报，只是
希望孩子们以后做个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爱心人士单先
生表示。

资助李培培和孙彪龙的田
先生鼓励孩子道，“像我们这个
年龄的人，当年读书也很困难，
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孩
子们要记住，困难都是暂时的，
永远不要被困难所困扰。”郓城
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吕斌则表

示，之后如果孩子们家中有什
么困难，也可以告诉志愿者协
会，他们会尽力帮助。

“等我工作以后，也会去
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孩
子们，很感谢叔叔阿姨们对我
的帮助，我会把这份爱传承下
去。”被单先生资助的学子范
乃尊说。

见面会上，爱心人士分别
将爱心款交至结对学子手中，
在分别留取联系方式后，又进
行了单独交流。在见面会结束
后，记者又接到了姜先生电
话，表示在除了资助赵海锋、
朱彦明、王衍琪、穆殿方、陈保
旺五名学生以外，还想对李培
培进行资助。“希望能多尽一
份力。”姜先生电话里说。

文/李德领

金榜题名，他们满怀欣
喜；囊空如洗，他们一筹莫展。

十年寒窗苦读，他们是
自强不息的挑战者，是奋发
向上的跋涉者，虽出身寒门，
但他们不卑不亢，谦虚但不
自卑。在接到通知书时，更多
的是渴求与期盼的目光，但
高昂的学费不应成为他们追
求梦想的沟壑。

为梦想，我们同携手，共

聚爱，本报菏泽“爱心1+1公
益助学活动”再次起航，12名
寒门学子牵动全城心，菏泽
爱心涌动，有的学子被多人
争抢，多名爱心人士表示想

“包圆”，仅5天时间，12名学
子全部被认捐，本报适时举
行了见面会，爱心人士将救
助金亲手交到学子们手中。
手捧录取通知书的他们，脸
上再次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近年来，特困救助工作
被菏泽市政府作为工作重点

的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民政、计
生、工会等部门每年会开展
贫困大学新生救助活动，仅
计生部门5年来共筹集2300

余万元，让6500余名大学新
生延续学业，梦圆大学。

让寒门学子重燃上大学
的希望，帮助他们撑起圆梦
伞，不仅彰显了政府实现教
育公平的努力，也是全面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现。

有爱的菏泽，这仅仅是

个开始。
当一种精神如山般矗立

在一个民族的土地之上时，那
就是一种尊严。当这种精神关
注于每一个人的心间时，那就
是一种责任的力量。政府把资
助寒门学子当成自己的一种
责任，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
子，使他们在求学道路上有了
新的选择。政府无私的关怀，
使寒门学子们重燃了上学的
希望，使得他们不至于在求学
的道路上婉转迂回。

他们的明天，因爱更灿烂

“你就只管好好学
习，不用想着回报我们，
以后也把爱心传承下去
就行了。”郓城志愿者协
会会长吕斌对资助的学
生马玉琼说。

身为志愿者的吕斌在
看到本报活动后，立即前
往马玉琼的家中了解情

况，当得知马玉琼母亲是
残疾人，父亲也于2005年
在打工中腿受了伤不能再
干重活的实情后，吕斌组
织郓城志愿者协会的会员
对马玉琼进行了认捐。

交谈中，马玉琼告诉
吕斌，高考完时，她本已准
备放弃读书，选择出去打

工以缓解家庭的困难，幸
好有这次的助学活动才可
以继续学业。吕斌听后更
是安慰道：“你就负责好好
学习，家里什么事儿都不
用管，有什么困难就给我
打电话，我们郓城志愿者
协会600多个会员都会力
所能及地去帮助你。”

“放心上学，我替你照看家里”

“我哥哥从报纸上看
到的消息，觉得你们都很
棒，家庭困难只是一时
的，等你们毕业工作了以
后，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见面会上，董先生的弟弟
对哥哥认捐的学生李静
蓉说。董先生在看到本报
爱心助学活动后，第一时
间联系了我们，并决定认

捐巨野县章缝镇李菜园
村的李静蓉。

由于董先生在北京
工作，不能赶回来参加见
面会，特意嘱咐弟弟前来
替他参加。“他挺遗憾的，
嘱咐我一定来见见你，把
他的心意送到。你别有心
理压力，好好读书。”董先
生的弟弟告诉李静蓉。

“谢谢你们，虽然我
没见到董大哥，但请你
一定转告他，我真的很
感谢他。”李静蓉不停地
表示着感激。“到了学校
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
负你们的期望，以后等
我成材了，也会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李
静蓉说。

人在北京，委托弟弟送爱心

“你们不用不好意思，
被资助不是丢人的事儿，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贫困
的生活可以锻炼你们坚强
的意志，我们要互帮互
助。”定陶的姜女士对自己
公司资助的5名学生说。

18日，来自定陶的姜
先生打来爱心电话表示想
资助学生，在得知还有5人

没被认捐时，便毫不犹豫
地“包圆”了。“姜先生今天
有事没能来，就委托我来
参加见面会。”姜女士说，
当记者再次询问其工作单
位时，姜女士却始终不愿
意说出，“我们只是尽了自
己应尽的义务，没必要说
我们的名字，也没必要提
公司的名称，只要孩子们

能好好的就行。”
而当记者提出要姜

女士把姓名和联系方式
提供给被认捐的学生们
时，姜女士说：“我只要记
住他们的联系方式就行，
不要给孩子心理压力，我
们并不需要回报。”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杨双媛

“不要给他们心理压力，我们不求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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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人士和受资助学生合影留念。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邓兴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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