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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弘扬社区浓郁“家”文
化，中达尚城奏响华美乐章。
15日，第二届“相亲相爱一家
人”中达尚城中秋联欢晚会
在小区中心广场华美上演。

一支欢快舞蹈“丰收乐”
为晚会拉开了序幕，独唱、舞
蹈、戏曲、乐器……本场晚
会，小区业主构成了晚会演
出阵容的主力军，上至70多
岁古稀老人，下至4岁幼童，
轮番登场，演出高潮迭起。最
后，由中达营销部、物业公司
员工联袂为业主们献上大合
唱“相亲相爱一家人”，晚会
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中达尚城尚家物业在做

好物业服务同时，始终注重
打造邻里交流的平台，提高
业主精神文化生活，牵头成
立“尚城舞蹈队”等多个艺术
团队，多次举办各种晚会以

及邻里交流活动，丰富了业
主文化生活，同时也对中达
房产“用心爱客户，让客户使
用我们的产品更幸福”的公
司宗旨进行了延续。（齐讯）

中中达达尚尚城城
第第二二届届中中秋秋晚晚会会华华美美上上演演

9月11日中午，中国联
通正式宣布联通网上营业
厅、各地营业厅及连锁卖
场等全部授权网点接受
iPhone 5s/5c新产品预订。
据悉，这次联通版iPhone新
产品是首次全球同步首发
上市，中国联通iPhone运营
团队高效高质的工作获得
了苹果公司的高度评价和
肯定，双方长期友好默契
的合作也使中国联通赢得
了 率 先 在 全 渠 道 接 受
iPhone新品预订的先机。根
据联通披露的信息，iPhone
5s/5c将于9月20日(周五)在
中国大陆正式交付客户。

iPhone 5s作为新一代

的旗舰机型，将众多首创
性技术巧妙地融入纤薄机
身之中。iPhone 5s配置了
64位A7处理器，屏幕采用
了最新技术的4英寸Retina

显示屏，120万像素前置以及
800万像素iSight主摄像头，
Ture One双闪光灯设计，摄
像效果更加出众。支持高尖
端的指纹传感器技术，提供
250小时的理论待机时间，对
于大家期待已久的iOS 7操
作系统也被采用。iPhone 5s

推出16G、32G、64G三种版本,

有金色、银色及深空灰色可
供选择。

iPhone 5c同样采用最
新的iOS 7操作系统，史无

前例地采用了高强度耐磨
材料的多彩外壳。采用4英
寸的Retina屏幕和800 万
像素iSight摄像头，同时支
持智能语音助理系统Siri。
iPhone 5c将推出16G、32G

两个版本, 运用五种大胆
奔放的色彩，包括蓝、粉、
白、绿、黄五种配色可选。

预订详情可登录联通
网上营业厅www. 10010 .com

查询，预订成功的用户可优
先购买iPhone 5s及iPhone 5c

合约计划，广大果粉可关注
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及官
方微博的公告通知，相信联
通版iphone新品一定给您不
一样的惊喜。（庞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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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武9月16日讯(记者 李凤
仪) 十多年前，成武女子刘某经人介
绍和赵某登记结婚，婚后常因琐事遭
赵某殴打。去年，无法忍受的刘某决
定与赵某离婚，并申请了法律援助。
近日，经法院二审判决准予刘某与赵
某离婚，婚生女由刘某抚养，赵某支
付刘某子女抚养费40000元，并支付刘
某精神抚慰金10000元。

据悉，刘某与丈夫赵某经人介
绍认识，于1989年5月登记结婚，育
有一子一女。夫妻两人经常因生活
琐事发生矛盾，稍有不顺眼赵某就

对刘某又打又骂，刘某身上整日伤
痕累累。刘某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
的家，忍气吞声，但赵某视刘某软弱
好欺，更加嚣张。2011年，刘某因车
祸受伤致残，赵某不仅不照顾刘某，
还将刘某应得的六万余元的赔偿金
据为己有。而且，刘某受伤期间，赵
某仍未停止殴打，连刘某的金属双
拐都被赵某用脚跺弯。

法院审理查明，赵某长期不归
家，与他人非法同居。2012年6月21

日晚11时许，刘某与家人将赵某堵
到其姘妇家中并报警。2012年6月23

日晚22时许，赵某又无端对刘某实
施殴打，经法医鉴定，刘某的损伤程
度构成轻微伤，公安机关对赵某进
行了行政处罚

刘某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决定与赵某离婚。2012年6月25日，刘
某到成武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
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决定为刘某提供
法律援助，并指派成武伸正法律服务
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孟君办理。

2012年11月4日，法院依法判决
准予刘某与赵某离婚，婚生女由刘
某抚养，赵某支付刘某子女抚养费

40000元，赵某支付刘某精神抚慰金
10000元、返还刘某获赔的残疾赔偿
金59838元，刘某与赵某婚后共同房
产一处归赵某所有，赵某支付刘某
财产分割款250000元。

然而，赵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成武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成武伸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
者孟君继续为刘某提供法律援助，
代理二审诉讼。近日，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至此，这
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家庭暴力案
件，通过法律援助得以圆满解决。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侵犯妇女合
法权益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代理诉讼
过程中，依法为刘某争取孩子抚养
权、抚养费、个人财产权、损害赔偿
金，提交证据充分，发表代理意见详
实准确，最终胜诉，维护了受援人合
法权益。”承办此案的律师表示，此案
的办理体现了对妇女婚姻家庭权利
的保护，同时也提醒家庭暴力受害
方，面对家庭暴力时不能只是一味的
忍让，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向有
关机关、社团、村(居)委会、邻居、亲友
求助，为以后维权保留证据。

不不堪堪家家庭庭暴暴力力，，女女子子申申请请法法律律援援助助
成武一女子屡遭家暴，经维权获万元精神赔偿

““票票还还没没到到期期，，咋咋就就不不能能用用了了””
一市民持票到炫乐城游玩吃“闭门羹”，预付费式消费需谨慎

本报菏泽9月16日讯(记者
赵念东 ) “这票还没过期，怎么
就不能用了？”15日，牡丹区的李
女士向本报反映，她买了两张有
效期至2013年9月15日的炫乐城
水乐方门票，去玩时却被炫乐城
工作人员告知，水乐方已于一个
星期前关闭，该票不能使用。

15日下午，李女士领着孩子
去炫乐城水乐方玩时，结果吃了

“闭门羹”。检票时，炫乐城工作人
员告诉她说，水乐方娱乐项目已
经关闭，水乐方的票已不能使用。

“我的水乐方票有效期到9月15

日，还没到期呢，怎么说不能用就
不能用了？”李女士说，票是她于8

月底在网上购买的，由于孩子临
近开学事情多，再加上门票至9月
15日到期，所以一直拖到15日才
去炫乐城。

李女士说，当日下午，她在炫
乐城门口看到有不少拿着游泳圈
的市民被拦下，被告诉水乐方娱
乐项目已经关闭，水乐方的票只
能换成入园票，进入后玩其他项
目还得另外付费购票。

16日上午，记者持李女士未
能使用的水乐方门票来到炫乐

城。炫乐城的工作人员解释，该票
是炫乐城水乐方的门票，但水乐
方娱乐项目已于一个星期前关
闭，要想使用，只能将票面价值60

元的水乐方票换成20元的入园门
票，进去后玩其他娱乐项目需另
外付钱，否则该票只能作废。

李女士告诉记者，为了不让
孩子白来一次，当日她就花钱让
孩子玩了旋转木马，而她则到炫
乐城办公室等待相关负责人与之
商谈，可等到下午3点半左右，该
负责人还没来，她就带着孩子离
开了。炫乐城工作人员解释，李女

士当日进入炫乐城内，并且还让
孩子玩了设备，代表水乐方的票
已兑换成入园票被使用了。

对此，菏泽市消费者协会
工作人员表示，类似门票的使
用方法关键看购票须知，尽管
水乐方门票的购票须知中有：

“为确保安全，公园部分设备及
表演，可能因天气、设备检修或
其他原因，而调整开放时间或
关闭，公园无需事先告知”的说
明，但因当时门票并未过期，炫
乐城方仍应负有一定责任，应
为 消 费 者 兑 换 同 等 价 值 的 门

票，但其并未做到。
另外，消协人士提醒广大

消费者：类似购票或卡这种预
付费式消费，消费者首先要按
照自己的实际需要量来购买预
付费式消费卡或票，不要贪便
宜一下子大量购买，以避免承
担过多风险；对预付费式消费
卡或票的使用范围、期限、功
能、退款条件等细节要了解清
楚，不要亲信商家的口头承诺；
要特别关注终止服务、转让等
限制性约定，要保存好票据及
合同，以便日后维权。

16下午，记者在菏泽市
立医院急诊科门诊楼前看
到，一根线缆横在了马路上，
线缆线一端固定在路北侧的
线杆上，另一端搭在了门诊
楼的楼顶。这根线缆归属哪
个部门？是不是有漏电危险
的电线？附近市民纷纷表示
不知情。医院门口摆摊的许
女士告诉记者，她9月11日出
来摆摊时，就见这根线缆到
了路上，一直没人管。记者仔
细查看发现，由于医院门口
过往车辆多，这根“跑到”路
上的线缆因碾压，多处已破
损。

本报记者 张朋 摄影
报道

哪家的线缆

快来修修吧

“破案神速 为民除害”、“人民的保护神”……15日上午，巨野县核桃园镇的徐文河及金乡
县胡集乡的韩红英等20余名受害人，将10面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原来，当日巨野县公安局在
核桃园派出所举行了退赃大会，将近期破获的重大流窜盗窃电动车案和特大盗窃羊只案件所
追回的17辆二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电动二轮车、三轮车以及61只被盗羊只全部集中返回给
了受害群众。图为自家羊只失而复得的一村民握手向民警致谢。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有方 摄影报道

巨野举行退赃大会 追缴赃物返还苦主


	P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