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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8816878 18663326655

地址：金阳路 10 号 (东港区党校院内)

官方网站：www.ovo6-6 .com

不按摩、不用药、不手术、不反弹、安全有效。
10 至 80 小时实现裸眼视力 以上。低
保、贫困家庭凭有效证明可全额免费治疗。

近视、弱视视找心视视界

11 .. 00

为什么成绩不能提高？为什么很努力成
绩不能更进一步提高？

全科全面的训练课程，神奇的方法让您
的成绩不可思议的改变。

初中高中成绩快速提升：一对一

www.018edu.com 电话：0633-8878301 王老师
地址：日照新市区威海路 123 号 滨海经典 204 室

荣获市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北京舞蹈学院考级及初试考点
中国国际标准舞会指定考点
北京大学青少年素质教育日照基地

秋季招生
日照田野舞蹈学校

新市区校址：新营中学对过 老城区校址：东辰广场对过

电话：13863319585 13468301238

网址：www.rztianye.com

开设：幼小衔接、一年级至初中二年级、按年级
分班、奇趣故事情境、动画 FLASH 课件。
让你身临其境 学趣味数学！
诚聘：专职数学老师

招生电话：3932222 13774929977
老城区：金阳路中段实验小学对面小儿郎学堂

新市区：城建花园内小星星英语学校

佳一数学

特高级教师授课，分基础班、状元班。免
费试学一周，效果怎么样，一试就知道。

凡咨询者，均免费赠送学习状况分析一
次，英语单词快速记忆系统一个月

地址：安泰水晶花园商务 A 座 320
联系电话：13256016677

一对一辅导（北京 101 网校）

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查验对方相关的有效手续及证件，本版刊登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分类信息教育培训
咨询电话： 15063316219 15065573607 咨询 QQ: 783896793

博视顿
Boston

美国博视顿视力提升中心
博视顿弱视近视矫正中心

安全：不手术、不打针、不接触眼球，绝对安

全的科学理疗方法

快速：首次进行矫正训练就能立竿见影，无数

孩子和家长见证了博视顿的神奇效果

效果：18 周岁以下 600 度以内近视、散光、远

视，8-30 周岁弱视矫正，3-6 个月视力均达到
1 . 0

地址：日照威海路城建花园西门北侧(新营小
学北 200 米)

电话：8781677 13963332790

网址：www.us-boston.com

关工委公益网站：www.sun-shion.com

1 . 0

免费体验 签约矫正

博视顿技术 给我三个月 还你视力

从小学到高中，12 个年级九门功课，每节课的同

步辅导课堂视频 . 还包括作文中高考辅导，名师在

线解答等。
凡是 12月 1日凡持本广告咨询者均可免费获得体验周卡一张

电话：13066088796

地址：日照市向阳路 56-6 号（实验三小对面）

北大百年学习网
每 天 只 需 二 元 钱

北 大 名 师 面 对 面 给 你 孩 子 当 家 教

办校两年来，360 余名学生荣获国内外大奖，斩获奖学金
7700 元。

开设课程：奥数之星实验班、精华数学辅导、美国唯智少

儿英语、倒背如流新概念、精华英语辅导、精华作文与阅

读、精华中高考冲刺、每天课后辅导、书法、机器人等。

电话：13562447967 8232555

一校区：东港党校 二校区：新营小学 三校区：实验三小

奥数之星学校
职业资格培训 100%过关

报名地址:日照市机电工程学校办公楼五楼
电话：2915222、3991005、3991006、18863331588

国家级旅游计调师职业资格培训
国家级导游职业资格考试
教师资格考试

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李
宝然 通讯员 张宝华) 本报
12 月 2 日以“骗子又出‘传票电
话’新花招法院提醒市民，切莫
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为题的报道

有了最新进展。9 日，日照市中人
民法院针对“传票电话”特别发
出公告，提醒市民切勿上当受
骗。

9 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出公告声明：近期，一些不法分子
冒充法院工作人员或声讯台电
话，以通知当事人到法院领取传
票为名，骗取钱财和他人信息，干
扰了市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在此，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
广大市民，法院从未利用声讯台
电话通知领取传票，更不会通过
电话了解个人信息，请广大市民
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泄漏个人

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有类似
事件发生，请及时与市中级人民
法院立案庭联系，并向公安机关
报案。联系电话为 8 8 0 3 1 5 0 ，
8803151。

日照市中院发布特别公告

请市民警惕“电话传票”骗局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彭彦伟
实习生 苗椿昊) “签订了 4 年租

赁合同还没到期，汉丽轩就让我离
开。”11 日市民王群则打本报热线电
话 8308110 反映。汉丽轩负责人张经理
称，并没有提出终止合同，而停电是因
为王群则不交电费。

11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王群则，
“我的理发店已经停业近一个月了，眼
看生意旺季就要来了，我现在很着
急。”王群则说。

据王群则介绍，今年 3 月份，她租
了日照市汉丽轩烤肉的一间门头房，
租赁合同上写着，租期为 2011 年 3 月
16 日至 2015 年 5 月 16 日。据了解，王
群则从汉丽轩租赁的门面属于转租。

理发店开业还没一个月，汉丽轩
就通知她要提前终止租赁合同。

后来，王群则同意搬迁，但要求汉
丽轩必须按照租赁合同规定给予赔
偿，“不但要赔偿我的装修费用，还要
赔偿违约金。”

但从那以后，王群则的理发店时
不时的就会停电。今年 11 月 18 日，事
情又有了新变化，王群则的理发店停
了电后就再也没来过。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汉丽轩烤肉
店张经理，张经理表示，他们根本就没
提出过终止合同，“我们肯定不能违
约。”至于为什么停电，张经理告诉记
者，“停电是因为王群则水电费、物业
费都没交。”

王群则却说，不是自己不交电费，
而是去交的时候对方根本不收。“他们
说得按照汉丽轩的电表数字收。”王群
则店里有电表，所以她认为应该按照
她店里的电表数字交电费。

至于王群则为什么要按照汉丽
轩的电表数字交电费，张经理解释：

“当时因为她没交电费，汉丽轩的电也
被断了，从那之后理发店的电表就没
走过。”

本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彭
彦伟 姜海姣 实习生 苗椿昊)

9 日下午 3 点 40 分左右，一辆拉
有 100 余吨沙子的货车在日照路与
山东路交汇处发生侧翻，车上沙子
全部倾覆，造成交通堵塞接近 3 个
小时，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9 日下午 3 点 40 分左右，有热
心市民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在山
东路与日照路交会处一拉沙大货

车发生侧翻，记者随即赶往现场。
离现场还有 100 米左右，路上的车
就已经无法前进，记者只能下车徒
步赶往现场。

事故现场，一红色大货车斜卧
在路中间，车上的沙子全部倾覆在
路面上。“侧卧”的大货车油箱已经
发生破裂，柴油外泄流出二三十米
远，现场弥漫着一股巨大的柴油味。

据了解，这个路口是交通要

道，距离日照长途汽车站很近，路
口北边就是日照一中，事故发生
后不久，上下班和学生放学让这
个路口车流量逐渐增大。四个方
向的来车最后都“挤”在了路口
处，交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据现场一位目击者介绍，这
辆货车当时准备沿山东路左转至
日照路，由于拐弯过急再加上货
物太重，造成侧翻。“当时大货车

拐弯时正好是黄灯，南北方向还
是红灯，所以路上并没有行人。”
一目击事故过程的市民说，“要有
人，这么重的沙，后果很难说。”记
者观察发现，该处地势西高北低，
拐弯时有一定落差。

“车上大约有百余吨沙子。”一
知情人士介绍。当天下午七点左
右，覆盖路面的沙子被清理到了路
边，交通也恢复通畅。

12 月 9 日下午 4 点，在
日照路域山东路交会处，由
于拐弯太急一拉沙大货车发
生侧翻，百余吨沙子全部倾
覆，造成交通堵塞。

记者 彭彦伟 摄

拉沙车闹市侧翻堵了路
幸无人员伤亡

转租店面起纠纷

理发店被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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