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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4月25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孟久

皓) 原本是到银行去存款，等
到要用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
钱买成了保险，向保险公司讨
要无果后，菏泽一市民将保险
公司诉至法院，最终，经法院判
决讨回了自己的钱款。

2014年12月份，市民李女
士拿着自己辛苦攒下的6万元
钱去银行准备存起来，结果在
一位业务员的介绍下，与某保

险公司签订了一份保险合同，
保险单显示保险期间为35年，
保险费为每年6万元，缴费方式
为年交，缴费期间为5年。同日，
银行出具了保险业务代收凭
证，银行柜台代收首期保险费6
万元。2015年2月，李女士又缴
纳了保费人民币6万元

2016年5月，李女士在急用
钱到银行取款时，才发现自己
购买的理财产品并非存款，而
是一种保险产品。李女士认为

自己被骗了，购买保险并非自
己的本意，于是提出要求解除
保险理财产品合同，但却遭到
保险公司的拒绝。讨要无果后，
李女士以自己受欺诈为由一纸
诉状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
解除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
退还已缴纳的保险费及利息。

一审法庭上，保险公司辩
称双方间的保险合同，属真实
意思的表示，没有欺诈成份，不
认同李女士的诉求。法院认为，

案涉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被
告应当如实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案涉《电子投保确认单》第2
页投保人李女士的签名，经司
法鉴定，已证明非原告李女士
本人笔迹，即不是本人签名。

在李女士与保险公司业务
员的通话中，能够证明保险公司
业务员对该保险也不能充分了
解，故而对李女士所提出的问题
该业务员也不能给出合适的解
释，从而能够证明李女士对该保

险始终存在着重大误解。
综上，法院认为保险公司

在李女士购买保险时，保险公
司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造成
李女士出现重大误解。最终，一
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公司返还
李女士交付的款项人民币12万
元及利息。一审判决后，保险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庭审过
程中双方调解。

去去银银行行存存款款，，咋咋变变成成购购买买保保险险？？
菏泽一市民诉至法院要回存款

★菏泽开发区全和副食超市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371729600163662)正本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作
废。

★巨野新通运输有限公司鲁RB393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4225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3M86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750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3M18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751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6M09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504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 刘 培 国 鲁 R 2 U 6 5 8 营 运 证 ( 营 运 证 号 ：
37172435410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张慧玲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证(编号：
104211200805003977)、报到证(证号：110421003763)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程会会(身份证号：372926198804165420，教师
身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丢失，聘期是2017年1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声明作废。

★菏泽文德玻璃艺术有限公司 ( 注册号：
371700200003353)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魏自泼(身份证号：372924199004040031)：
你于2018年3月24日口头跟办事处经理请

假2天，期满之后连续旷工至今达22天，也没有
办理请假手续，且手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微信
没有回复，你已经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
司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请你于本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回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如逾期未到公司办理手续，后果自行
承担。

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2018年4月26日

公公 告告

菏泽文德玻璃艺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371700200003353)行政专用章自公告之日起声明
作废，不再使用。

公公 告告

4月25日是第32个全国儿
童预防接种日，菏泽开发区丹
阳街道办事处在市区巢湖路
开展了以“预防接种守护生
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为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并讲解有关接种疫苗的预
防和控制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丹阳卫计办负责人表示，通过
此次活动，让接种疫苗为公众
建立牢固预防传染病的免疫
屏障，使公众积极主动地接受
预防接种所带来的健康保护，
远离传染病，共建健康生活环
境。

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
员 马学民 摄影报道

守守守守护护护护生生生生命命命命守护生命

本报巨野4月25日讯(记
者 邢孟 通讯员 周广伟

郅硕) 25日上午10时，山
东巨野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新
闻发布会。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张师兴主持发布会，执
行局局长杨建立通报了近两
年来执行工作的经验做法、
成绩以及下步打算。

近年来，法院的执行案
件呈井喷式增长。2017年至
今年4月上旬，巨野法院共受
理各类执行案件2913件，其
中执行实施案件2857件，结
案2168件，结收比74 . 42%，实
际执行完毕案件 701件，实
际执结率32 . 3%。

一年多来，为切实解决
执行难，打赢执行攻坚战，巨
野法院不断创新执行措施，
强化责任担当，为保护当事
人胜诉权益做出积极探索。
积极争取外部支持。县委、人
大、政协相继出台规范性文
件，支持法院执行工作；加强
与公安、检察院等单位联系
沟通，成立了打击拒执罪工
作小组，全县综合治理执行
难工作格局初步形成。强化
人员装备保障。执行员额法
官增至7人，执行干警增至70
人。成立七个执行团队，为每
个团队配备三部以上执法记
录仪、两辆执法办案车，配备
了“无人机”一台。不断挖掘
内部潜力。每个院领导包一
个执行团队，落实包办案、包
队伍建设、包执效、包信访的

“四包”责任制，层层传导压
力。加大执行宣传力度。利用
官方微信累计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394期，利用今日头
条直播集中执行活动、执行
会战活动十余次，围观点击
量超过200万次。

截至目前，以涉嫌拒执
罪向公安机关移送27件33
人，立案15件，其中刑拘、逮
捕10人，判处1件1人。加大执
行强制措施适用力度，一年
多来共拘传被执行人560余
人次，司法拘留341人次，罚
款48万余元。临控被执行人
260余人，以此查找到被执行
人下落87人。

本次发布会的另一个亮
点是现场与巨野县农商银行
签订了执行悬赏联动备忘
录。农商银行承诺，凡提供法
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或提
供被执行人下落，并使其债
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
将向举报人支付执行到位金
额的5%作为奖励。这既整合
了社会资源，又借助了民间
力量，必将是一次有益的工
作创新与尝试。

随后，法院工作人员还
利用PPT课件的形式向媒体
展示了10例执行悬赏公告。

在答记者问环节，执行
局副局长杨卫民、法院新闻
发言人周广伟分别就悬赏执
行措施的作用、拒执罪表现
情形、恢复执行条件等问题
向记者一一进行了解答。

巨巨野野法法院院组组织织召召开开

执执行行工工作作新新闻闻发发布布会会

本报鄄城4月25日讯(通讯
员 马站 ) 今年来，鄄城县
董口镇积极采取三项有力措
施，全面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准确摸清底数，及时掌握
事态的发生、发展进程，全面
了解信访当事人的合法诉求，
做到事事有记录，件件有答
复。

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接
访和下访机制，广泛宣传网上
信访。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
和下访制度，主要领导按时到
镇信访办进行接访，面对面倾
听群众诉求，了解“最后一公
里”的工作实情，及时向各部门
进行转办，限期进行解决。按照
首问负责制的要求，接访领导
对信访群众实行回访制度，到
信访人家中了解反映问题化解

情况并做好督导，拉近与信访
群众之间的距离。同时，根据当
前信访工作的发展，广泛向群
众宣传网上信访，拓宽群众反
映诉求渠道，让群众方便、快捷
地反映问题。

二是推行包案干部亲情
化，增进与信访人之间感情交
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每个
案件都明确一名副科级干部
和管区干部进行包保，对信访
人反映的问题进行全面了解，
掌握实情，找到症结，力求精
准化解。在工作中，推行包案
干部亲情化，包案干部要与信
访人谈心交流，增进感情，不
断增进与信访人之间的感情，
取得信访人的信任和理解。在
能力范围内可解决的问题，要
及时帮助解决，解决不了的要

做好解释，最大限度、最短时
间维护信访群众利益。

三是以案释法，以案警
示，广泛宣传信访违法典型犯
罪事实。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
正常信访秩序，营造和谐信访
氛围，董口镇将近两年发生的
李某某、韩某某等两起违法信
访事实在全镇进行通报，充分
利用村级喇叭和村务公开栏，
广泛宣传李某某、韩某某等违
法信访处理情况，以实际案例
向群众警示违法信访给个人
带来的损失和危害，并制定了
非正常上访的1 6种行为，在
各村张贴了《关于依法处置信
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通
告》，有效净化了信访环境，
规 范 了 信 访 人 员 的 信 访 行
为。

鄄鄄城城县县董董口口镇镇三三举举措措
强强信信访访体体系系促促社社会会和和谐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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