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小灵通号码莫名被停用
┮联通客服人员称，小灵通号码因欠费已被注销
┮消费者：办理捆绑业务的手机号正常使用，小灵通号咋就欠费呢？

菏泽开发区丹阳办事处：

坚决制止违法生育
本报讯(通讯员 孙北

楠) 今年以来，丹阳办事
处始终把计划生育工作作
为全处工作重中之重，坚
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牢牢抓住“坚决制止违法
生育”这条主线，狠抓三项
重点工作。

在制止违法生育方面，
丹阳办事处把全年工作重
点放在春季计划生育专项
治理活动上，除日常加强服
务管理，深入推进计划生育
精细化管理、在春季查体期
间严格落实“四术”等基础
上，重点把工作放在对疑似

外逃对象的到站查体和千
方百计追外逃上，从全年角
度，把握好大局，控制住违
法生育。在春季计划生育专
项治理活动结束后，进行重
奖和严惩。

在突出重点上，推动人
口计生事业创新发展，坚
持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继续稳定低
生育水平；全面实施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偏高问题。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增强计划生育家庭福
祉。

民警勇阻男子行凶 不慎被板砖拍中
事发曹县侯集镇，受伤民警头部三处骨折，行凶者现已被警方刑拘

本报曹县6月27日讯 (记者 景佳
通讯员 刘庆朋 李欣) 近日，曹

县公安局民警徐晓为阻止一男子行凶
打人，不慎被该男子手持砖头砸中头
部，造成头部三处骨折，经抢救，现已脱
离生命危险。目前，行凶者已被警方刑
拘。

20日凌晨1时许，曹县公安局侯集
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该镇
侯集村村民冯某家有人砸门。值班民警
徐晓带领协警沙占强、王新国迅速到达
现场，发现冯某正和同村村民于某在大
街上争吵，民警迅速打开录像机现场取
证，并进行劝解。民警发现于某浑身酒
味，嘴不停地辱骂。突然间，于某猛地一
脚踹在冯某身上，两人随即扭打在一

起。民警徐晓带领队员马上进行制止，
经过努力勉强将两人分开。徐晓将冯某
送回家中，了解情况。

此时，于某不但不听民警劝阻，而
且仍站在大街上不停地谩骂冯某，并伺
机挣脱了民警控制，从地上捡起一块砖
头，冲到冯某家门口叫骂、踹门，准备闯
进门再次行凶。徐晓担心于某伤害到其
他人，从冯某家出来准备制止他。徐晓
刚出门，看见于某高高举起的砖头，他
一个箭步冲上去准备夺下。于某此时已
失去理智，手持砖头用力向徐晓的头部
砸去，因距离太近，徐晓躲闪不及，被一
砖砸在左面部。徐晓忍着巨痛，奋力夺
下于某手中的砖头，将其摔倒在地上，
并压在身下，后终因伤势过重，体力不

支昏迷过去。其他队员急忙抢救徐晓，
于某趁乱逃窜。

徐晓被紧急送往曹县人民医院救
治，经CT检查，左上额窦前壁、左上颌
窦外侧壁、左颧弓三处骨折。经医务人
员奋力抢救，现已脱离危险。

事发后，曹县县政府党组成员、公
安局局长王磊，政委李本卿等前往医院
看望慰问徐晓，并送上慰问金，希望他
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康复。

24日，曹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经
缜密侦察，成功将藏匿于单县一居民小
区中的于某缉捕归案。经审讯，于某对
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犯防
害公务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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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借款人 担保人 贷出日 到期日 金额

东明集 张志雷 孔俊玲 2007年4月5日 2007年12月5日 30000元

东明集 贺运刚 贺提刚 2008年2月27日 2008年12月27日 25700元

东明集 董金忠 周石头 2008年3月13日 2008年11月13日 50000元

东明集 卢斗升 解俊丽 2008年6月28日 2008年12月28日 40000元

东明集 刘新华 黄伟民 2008年3月31日 2008年5月31日 50000元

东明集 周洪丽 周建东 2008年12月30日 2009年12月30日 220000元

东明集 夏留喜 张志云 2008年12月30日 2009年12月30日 300000元

东明集 卢书堂 卢国建 2008年12月30日 2009年12月30日 200000元

东明集 韦万鹏 马平均 2002年8月1日 2002年12月1日 10000元

王店 张保金 贾金 2007年12月31日 2008年6月30日 40000元

王店 李志疆 贾金 2007年12月31日 2008年6月31日 39500元

大屯 王喜根 刘喜良 2009年7月31日 2010年7月31日 150000元

东明集 柏所贵 柏现忠 2009年11月24日 2010年11月23日 70000元

东明集 王德玉 马鹏 2009年3月14日 2009年11月14日 58500元

东明集 杨春刚 崔勤生 2009年9月19日 2010年9月18日 10000元

东明集 卢国庆 卢国建 2008年12月30日 2009年12月30日 250000元

东明集 郭春华 郭永明 2008年6月2日 2010年6月2日 10750元

东明集 郭同亮 郭保林 2008年12月29日 2009年12月29日 23000元

东明集 郭永明 郭爱枝 2008年9月30日 2009年12月29日 19000元

东明集 卢国庆 卢国建 2009年8月21日 2010年8月21日 40000元

东明集 乔建华 吕艳霞 2008年12月30日 2009年12月30日 200000元

东明集 杨明节 杨金勇 2010年2月6日 2011年2月5日 30000元

东明集 朱金华 朱金元 2008年10月10日 2009年4月10日 99952 . 83元

东明集 张建军 郝子各 2007年10月28日 2009年10月28日 50000元

东明集 张建永 李莲 2007年10月28日 2009年10月28日 30000元

东明集 崔合印 崔付堂 2007年12月29日 2008年12月29日 3000元

东明集 郭照明 卢凤竹 2007年12月29日 2008年12月29日 22000元

东明集 乔国顺 乔凤德 2007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34000元

东明集 乔书芷 周义芳 2007年12月28日 2008年12月28日 17000元

东明集 乔书芷 吕艳霞 2007年12月22日 2008年12月22日 150000元

以下借款已逾期，经我单位多次上门催收，尚有部分借款人和担保人因故未来归还
或签字，望涉及人员15日内到东明县东明集信用社归还贷款或签字认可，逾期不到者，
我们将依法进行起诉，特此公告。具体人员如下所示。

公 告

本报菏泽6月27日讯(记者 牟
张涛 ) 近日，菏泽市民卢先生有
个烦心事，用了半年多的小灵通号
码被停用。“小灵通号码和手机号
码捆绑使用，每月底按时缴费，手
机号码正常使用，小灵通号码却被
停用。”卢先生称，他当初办理联通
号就是因小灵通号码容易记，且他
和生意伙伴联系都是通过小灵通
号，“对于小灵通号码为何被停用，
客服未给出答复，并且拒绝将号码
还给我。”

“一部手机可以用两个号码，
一 个 是 手 机 号 ，一 个 是 小 灵 通

号，捆绑使用。”卢先生说，这个
价值66元的联通捆绑业务套餐是
2012年12月1日时办理的，因为小
灵通号码容易记，因此和客户联
系时都会用这个号，“每月都按
时充钱，使用时信号也不错，但
今年6月初，我忽然发现小灵通号
被停用。”

据卢先生介绍，他在非漫游情
况下向外拨打电话，对方电话显示
均为小灵通号。6月7日，他和本地
客户联系时，对方电话显示的却是
其手机号码。“他们反问我，小灵通
怎么不用了，我才知道小灵通号码

已被停用。”
“手机安静了，我却坐不住了，

只想把原来号码补回来。”卢先生
说，当他电话联系为自己办业务的
联通业务员时，对方让他拨打10010

咨询，“客服人员称号码因欠费已
被注销，无法恢复使用，可以办理
新小灵通号。”卢先生说，对于客服
人员的答复，他不能接受，“我是按
月缴费，两个号码一起使用，一个
能用，一个停机，说不过去啊，再说
如果能通过办理新号来解决此事，
我还费这劲干嘛？”

为让事情尽快解决，卢先生称

其已数次拨打联通客服电话，但都
没有得到满意答复。

随后，记者根据卢先生的手机
号码和小灵通号码拨打10010进行
查询，客服工作人员称，小灵通号
码不存在，无法对此进行查询，且
称对于捆绑业务，在手机号正常使
用情况下，小灵通号码一般不会停
机，在办理捆绑业务之前小灵通号
码可能已欠费且未处理。对于卢先
生的情况，客服人员称需要进一步
调查，会在58小时内和记者取得联
系。

对于客服人员提到小灵通欠

费情况，卢先生表示很气愤，“我按
月缴纳费用，不可能欠费，如果是
办理捆绑业务之前小灵通就欠费，
那对我更不公平，之前的欠费怎么
能转嫁到我身上呢？”卢先生说，小
灵通号码不能用，虽然对他造成经
济损失，但他不要求经济赔偿，只
是想把原来小灵通号码恢复使用。

随后，记者联系中国联通菏泽
分公司，从值班室、客户维系中心、
客户服务部到综合部，记者未得到
关于此事缘由的答复。

对于此事，本报将进一步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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