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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手手机机““被被上上网网””，，224400元元话话费费溜溜走走
消协提醒：尽量不买山寨机，勿盲目下载安装手机软件

本报巨野1月22日讯(记者 赵
念东 通讯员 王有方 ) 为减少
施工成本，巨野3名包工头打错了主
意，将他人建筑工地的建材占为己
有，经20余天，巨野警方成功破获这
一盗窃团伙。目前，3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

2013年12月初，巨野县公安局
接到报警称，在巨野县洙水河公园
三期施工工地，丢失了一批用于铺
设路面的大理石板和路沿石。接到
报警后，巨野警方立即赶赴现场了
解情况，开展侦破工作。经过仔细勘
察作案现场，调取附近和进出城区
所有的监控卡点录像，办案民警很
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并锁定犯
罪嫌疑人。

经严密布控，1月9日，犯罪嫌疑
人祝某某等人被巨野警方一举抓
获。据祝某某交待，因其正在建设的
一幼儿园工地需要路面大理石板和
路沿石，为减少施工资金，便与其他
工地包工头郭某某商议后，纠集林
某、程某等人于2013年12月初驾驶
机动三轮车，分两次盗窃了洙水河
公园三期工程放置的路沿石和大理
石板，共盗取路沿石两车、大理石板
四车，盗取的路沿石和大理石板已
铺设在幼儿园工地内。经警方实地
勘察，初步认定路沿石163块、大理
石板铺设面积100余平米。

目前，犯罪嫌疑人祝某、郭某
某、林某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为“节省”成本

“包工头”窃他人建材

本报东明1月22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朱殿立)

新手机使用不到20天竟产
生了近300元的话费，原来遭
遇了“被上网”，咨询后，经销
商主动帮助消费者郑女士卸
载了手机中不必要的软件。

今年元旦，郑女士在东明
一家手机专卖店花988元买了
一部自己特别喜欢的触摸屏
智能手机，不曾想，手机买了
不到20天，刚充值的300多元
的话费就仅剩下了12元。

平常没怎么打电话，咋消
费这么多钱？心存疑惑的郑女
士找到电信运营商。查询了郑
女士的话费使用情况和手机上
网流量费后，工作人员表示，郑
女士因手机上网产生了240元
的上网流量费。这让郑女士糊
涂了，自己根本就没用手机上
网，咋产生这么多上网费？

摸不着头脑的郑女士投
诉到消协，工作人员和郑女士
一道找到手机经销商咨询。

经销商查看其手机使用

情况后发现，郑女士买回手机
后下载了不少软件，其中一些
软件需要连接网络才能使用，
而郑女士对此并不知情，造成
了“被上网”，从而产生240元
的上网流量费。为避免郑女士
的手机再次“被上网”和“被收
费”，消协工作人员让经销商
帮助郑女士卸载了手机中不
必要的软件。

东明县消协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智能手机时，注意向商
家问清楚产品的功能，在认真

阅读使用说明书后按操作规
程使用；其次，往手机下载和
安装软件时，应要求经销商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正确完成
个性化客户端软件下载与安
装操作，切勿盲目下载安装手
机软件；再者，尽量不买山寨
机，山寨手机出厂时，某些不
良手机生产商往往内置一些
收费软件，即使消费者未操作
使用，也会产生高额的增值费
用；最后，不需要上网时，最好
及时关闭上网功能。

本报单县1月22日讯(通讯员
李猛 于海梅 韩旭) 明知

同村的何某家中被偷过一次有
了防备，19日，手头一时紧张的单
县籍男子郭某还是趁其不在家
入室盗窃，不料何某家中上次被
盗后安装了摄像头，郭某盗窃的
全过程也就被全部记录了下来。

根据何先生提供的视频资
料显示，盗窃发生在1月19日15
时许，位于院子里的视频画面拍
下了小偷撬锁的画面，屋里的摄
像头则拍下了小偷实施盗窃的
全过程：一名身穿黑色羽绒服、
手带白色手套的男子在屋子里
翻箱倒柜，偷走何先生家中1800
元现金。何先生通过摄像头辨认

出该男子是同村的郭某，遂向单
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报案。

单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民
警根据监控资料，当日就将郭
某在其家中抓获。

原来，快要过年了，家里要
账的多了，郭某手头比较缺钱，
之前听村里人说，何某家之前
被盗过钱财，还听说何某表示
以后还会将钱放到家中，看谁
还会来偷。于是郭某起了贼心，
趁何某不在家时入室盗窃，谁
知何某家中自上次被盗后安装
了摄像头，郭某盗窃的全过程
也就被全部记录了下来。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已
被单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吃吃窝窝边边草草，，栽栽了了
一男子进入同村村民家中偷钱，不料被监控拍下

大智文化传媒2013年总结表彰会

暨2014年新年联欢会圆满落幕

金蛇狂舞辞旧岁，万马奔腾谱新篇，2014年1月18日，以总结表彰和新年联欢为主题的大
智文化传媒年会在和平美食广场隆重举行。市区相关部门领导、公司合作客户及市内各大主
流媒体代表们受邀参加了年会。

据了解，经过公司全员近一个月的精心编排，双簧、歌曲、朗诵等节目表演精彩纷呈，更
有一米阳光琴行和知名歌手杜博倾情演绎。

在舒适性和便利性方
面，New Superb速派将领
先科技与人性化关爱融为
一体，以众多跨越同级的智
能配置全方位满足消费者
的驾乘需求。

“我刚开始开车，最发
愁的就是停车，但我家速派
有智能的泊车辅助系统，真
是帮了我大忙。不管是路边
停车还是在车库里停车，速
派的PLA都能轻松帮我搞
定。我只要控制油门和刹车
就行了，什么时候打方向、
打多少，这些让我头疼的转
向操作就都交给速派了。还
有，速派的音响很给力，声
音还原效果特别好，而且带

有随速音量自动调节和音
场中心自定义功能，一边听
音乐一边开车，很享受。”来
自广州的车主吴女士说。

New Superb速派配备
了 领 先 同 级 车 型 的 P L A
2 . 0智能泊车辅助系统，能
在狭小位置通过多次移位
实现水平泊车，并新增开车
出库和垂直泊车的功能，满
足车主日常各种驻车需求。
再加上智能倒车影像系统、
数字式无盲区PDC倒车雷
达等配置，New Superb速
派可以帮助车主轻松实现
安全、便捷的驻车。在灯光
科技上，New Superb速派
全系配备有晶璨水晶切割

双氙气大灯，高配车型还带
有琉璃导引式日间行车光
带、大灯清洗和AFS随动转
向系统，配合辉亮晶钻雾灯
转向辅助照明系统，为车主
带来节能、安全的照明体
验。值得一提的是，诸如前
后排一触式电动防夹车窗、
双层电动防夹天窗、RNS
315智能语音多功能导航系
统、高保真八声道立体环绕
音响、蓝牙手机系统、气动
无骨雨刷、多功能外后视
镜、免钥匙进入及一键启动
等智能配置在New Superb
速派身上均有装备，营造出
便捷舒心的高品质驾乘环
境。 (张虹)

New Superb速派

智能配置尊享卓越品质

对于山东十二大特产之
一曹州耿饼可谓是家喻户晓，
由菏泽柿酒酒业有限公司与山
东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生产的各
类优质柿子酒系列产品也逐渐
被大家认可，成为马年饭桌新
宠。

校企联合

结出硕果
据了解，柿酒是由菏泽柿酒酒

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系联合研制而成，采用生物酶
解技术与现代发酵工艺相结合，目
前已形成干柿子酒、半干柿子酒、
半甜柿子酒和甜柿子酒几大品系。
柿酒由柿子原汁发酵而成，外观金
黄透明，兼具柿果果香和独特酯
香，品质符合国家果酒酿造酒质量
标准。该公司柿子甜酒酿造技术还
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和技术
成果推广应用三等奖。

取柿中精华

兼具多重保健功效

柿子的营养价值很高，成熟的
柿子富含胡萝卜素、钙、磷、铁、粗
纤维等。柿子味甘、涩，性寒，具有
润肺化痰、软坚、健脾、治痢、止血
等多重功效。

柿酒酒业公司副总经理杨
存亮介绍说，优质柿子酒是采用
宫廷御酒秘制配方，结合现代酿
造工艺，以优质原酒、枸杞、柿霜
为原料精心制作而成。柿酒其味
甘香醇厚，有软化血管、驻姿养
颜等功效，能补血活血、生津化
痰，去心火健脾胃、消除疲劳，对
咽炎、口舌生疮、唇疮、口腔溃疡

有一定疗效，具有良好的保健价
值。

笔者采访了一位经常饮用
柿酒的王先生，据他讲，慢性咽
炎 困 扰 其 多 年 ，发 病时非 常 难
受，还容易引起感冒、发烧等症
状，苦不堪言。后来偶然接触到
柿子酒，饮用一年多的时间，咽
炎再也没有犯过。

柿酒生产许可

山东省居首创
据了解，菏泽柿酒酒业有限公

司，始建于2002年，占地面积约
15000平方米。公司拥有高标准生
产车间两座，高标准灌装线两条，
地下储酒库一座，化验室各种化验
设备齐全，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
目前，该公司已取得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QS生产许可证)，其
柿子酒生产许可证在山东省属首
创，在全国也甚为稀少。

经过不断的努力奋斗与技
术创新，该公司已推出曹州耿饼及
其副食，中华柿酒、御皇金酒、柿子
红酒、牡丹鲜花酒及御皇雄风酒等
系列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甘香醇厚，软化血管、驻姿养颜

健健康康柿柿子子酒酒““跃跃上上””马马年年饭饭桌桌

监控资料显示出正在行窃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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