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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88日日 荆荆河河公公园园不不见见不不散散
“滕商·奥体花园杯”寻宝大赛火热报名中

本报枣庄6月3日讯(记者 马明)

由滕商投资有限公司和本报联合
举办的“滕商·奥体花园杯”夏季寻
宝活动，因市民反映寻宝地点偏远
等问题，特此将寻宝日期向后延至6

月8日在老地方荆河公园举行。
本季“读者寻宝大赛”活动共

分三期举办，具体举办日期为：6月
8日、6月15日和6月22日，每个周周
日上午在荆河公园举办，由于寻宝
时间和地方的变化，本报对已经报
名以及到现场准备现场报名的市
民深表歉意。凡齐鲁晚报读者均可
持本报报纸到滕商奥体花园售楼
处报名，凡报名的市民可在滕商奥

体花园售楼处当场领取一份小礼
品。市民可根据寻宝版面的提示，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特定区域内寻
宝。本次第一期寻宝活动报名时间
截止日期为6月7日下午5时，本次
寻宝活动接受现场报名，现场报名
时间为周日上午8点至10点，市民
需排队等候报名，登记个人信息，
持本报加盖报名印章，然后才能
进入寻宝场地寻宝，否则无效。

“宝物”为协办单位提供的现
金或现金折扣券或实物。本次活
动将专门制作宝物标志，寻宝者
在特定区域内只要寻找到标志，
即可兑换相应的宝物。只要拿着

一份报纸，就可以参加“寻宝大
赛”。只要运气好，只要眼明手快，
就能找到“宝物”，赢得价值不菲
的现金、商品或现金折扣券。宝藏
就在眼前，宝物等您来寻！

在规定的场次和时间内，读
者寻找到宝物标志后，找到工作
人员盖章登记予以证明，就可在
活动当天下午到滕商奥体花园集
中兑宝。合作伙伴为大赛提供的
各类宝物，将全部兑换给读者。活
动集趣味性和益智性为一体，适
合爱探索的你，适合相爱的你们，
适合带着宝宝体验寻宝乐趣，适
合老年人边寻宝边锻炼身体，你

们，还等什么？
由于大赛形式新颖，社会参

与度和关注度高，宝物诱惑，活动
刺激，“读者寻宝大赛”必将在滕
州掀起一场寻宝狂欢热潮！您想
体验一起寻找宝藏的乐趣吗？你
想寻找到千元现金大奖吗？你想
体验全民总动员的激情吗？即日
起关注本报“寻宝”系列报道，开
始欢乐的寻宝旅程。

献宝热线：18663233989活动
报名电话：0632-5238888报名地
址：滕州市北辛路与文化路交汇
处 (奥体中心东侧 )奥体花园售楼
处。

检检察察官官为为少少年年嫌嫌犯犯找找工工作作
并针对实际情况不予起诉

1 .滕商奥体花园，每期一个1000元
现金大奖、两个500元现金大奖、23

张房款9折卡以及价值1680元的水
上乐园游泳卡20张。
2 .恩佐音乐酒吧，每期20张价值50

元红酒代金券、20张价值100元洋酒
代金券、10张丽人卡、10张会员卡。
3 .韩国上尚儿童摄影，每期100张价
值268元的儿童摄影卡。
4 .艾米婚庆公司，每期 3 0张价值
1000元的代金券。
5 .迪诺雅家具，每期30张最高价值
300元的代金券。
6 .颜秉刚眼镜，每期10个优质太阳
镜。
7 .鞋王鞋店，每期50张最高价值60

元的皮鞋美容卡。
8 .阳光国际书香苑，每期40个精品
水杯。
9 .蒙正学堂，每期提供不少于150张
价值1000元的夏令营代金券。
10 .鲁班天工木艺有限公司，每期5

个价值150元的鲁班锁。
11 .洁美口腔诊所，每期4张价值120

元的牙周洁治卡。
12 .央视觉摄影艺考滕州教育机构，
每期20张价值500元的现金券。
13 .墨香美德儿童书吧，每期200张
价值50元的借阅月卡。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本报通讯员 张涛 杨文强 刘良蒙

首首届届侏侏罗罗纪纪嘉嘉年年华华启启动动
同时君瑞城营销中心盛大开幕

本报枣庄6月3日讯(记者
甘倩茹) 6月1日，滕州市重点建
设项目“君瑞城”营销中心盛大
开幕，同时为期15天的“滕州首
届侏罗纪嘉年华”在君瑞城营销
中心启幕，这是君瑞城首次全面
亮相市场，预示着君瑞城“嘉年
华”生活概念正式开启。

市民在活动当日到访即有
精美礼品赠送，免费成为君瑞
城会员可获得日进斗金等多重
优惠，还可领取全国排队疯抢

的“彻思叔叔”蛋糕礼品，同时
还可免费获取恐龙园入场券，
参与恐龙互动活动领取礼品。

从置业顾问讲解中了解
到 ，项 目 规 划 了 山 东 第 五 块
IMAX巨幕影院，滕州首创嘉年
华广场、艺术广场、城市阳台，集
合了世界美食的美食街。君瑞城
更注重的是商业运营，更注重城
市的变革发展。滕州首席市府央
心华宅——— 君瑞悦府，景观由澳
大利亚景观设计巨头BBC倾力

打造，层次丰富的五重景观，为
居者带来无限清凉。君瑞悦府此
次推出了90-135メ的两房三房，
在滕州也是最完美的户型，从户
型设计上也可以看出君瑞城对
每个细节的完美追求。

此外，从6月1日起，为期15天
的“滕州首届侏罗纪嘉年华”启
幕。此次亮相君瑞城的恐龙，从
几米到十数米，有精巧型有巨无
霸型，亿万年前的原生态布景，
逼真、震撼的视觉呈现，演绎了

亿万年前三叠纪、侏罗纪、白垩
纪三个时期的演化过程，为滕
州民众重磅打造出了穿越时空
的侏罗纪时代场景，再现了曾称
霸地球数亿年的恐龙的生活。让
观众身临其境，零距离感受恐龙
时代。恐龙园现场还有恐龙小骑
士、DIY亲子活动、COSPLAY秀、
童年游戏多个极具吸引力的活
动和精美恐龙玩具等礼品，让前
来参观的家庭度过一个极具意
义的特别节日。

17岁的少年高某因家
庭贫困、无人管教，跟着社
会上的人学会了盗窃电动
车，被民警抓捕后，2013年4
月移送到滕州市检察院。由
于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考虑
其家庭情况，滕州市检察院
决定对其附条件不起诉，即
没有批准逮捕，将其释放对
其进行考察。2014年4月10
日考察期满后滕州市检察
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高
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随
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还帮
助高某找到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

家庭贫困，辍学后混社会

3日，记者在高某工作的制
衣厂见到了他，“检察官都没放
弃我，我自己更不能再像以前那
样放弃自己，我要好好上班挣
钱，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高某见到记者便开心地说道。据
该制衣厂的经理介绍，高某来上
班没多久，但是自从来到这里，
他工作就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成为一个厂里人都喜欢的年轻
人。

记者了解到，出生于1996年4

月份的高某家庭贫困，父亲患有
严重的精神疾病，母亲远走他乡
下落不明，80多岁的奶奶含辛茹
苦地将他和弟弟妹妹抚养长大。
年迈的奶奶无力管教他们兄妹
三人，高某小学一年级后便辍学

在家。由于家中没有经济来源，
自己也没有工作，成天跟着社会
上的人游荡，慢慢地染上了盗窃
的恶习。经过长期摸索，他专门
选择盗窃自行车和电动车，并就
近销赃，以此得来的钱用于自己
和家里花销。“第一次盗窃后觉
得来钱挺快的，很兴奋，也害怕，
但是当钱花光后忍不住的又想

去偷了，就这样一次次地控制不
住自己。”高某告诉记者。在办案
检察官的审查报告中，记者看到
仅2013年3月下旬的一周内，高某
就在当地盗窃电动车3辆，得到
赃款1000余元。但是法网恢恢，
2013年3月27日在一次实施盗窃
时，高某被市民抓住，随后被公
安机关拘留。

释放嫌犯，教育其要担当

“案件到了我们这里，我
们对该案多次询问和查证，核
实了高某真实年龄不满十八
岁，家里又很困难，他年纪轻
轻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
源，现如今犯了罪，我们不能
单纯的就按办案。”承办该案
的检察官靳文婧告诉记者。检

察官们根据案件性质、高某的
现实情况及认罪态度，从高某
个人成长、今后发展的角度，
通过多次讨论后决定对其附
条件不起诉。

记者了解到，检察院对高
某被附条件不起诉，虽将他释
放，但是也不断的对他进行考

察。据了解，高某经过教育被
释放后，意识到自己要承担起
家庭责任，各方面都有了变
化。“我们针对生活困难的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创立了

‘一对一’司法救助体制，由案
件承办人一对一负责进行救
助，多元化解决其生活中存在

的困难，并建立长期的跟踪式
帮教，为他们在生活、求学、就
业等问题上创造一些条件，让
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关心，
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成功走出犯
罪的心理阴影，成功回归社
会。”滕州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科科长吕文波告诉记者。

已征集的宝贝

本报枣庄6月3日讯(记者 甘倩
茹 通讯员 张建鹏) 6月2日，滕
州一年轻女士张某在服装店剪掉衣
服磁扣偷衣服，被监控录像记下了
全过程，后警方通过监控录像将张
某抓获。

家住东郭镇某村的年轻女士张
某，在一企业上班，每月收入2000余
元。张某比较爱美，平时的工资除了
吃饭，把剩余的钱都用于购买一些
品牌的服装，在朋友面前显摆。6月2

日，张某在火车站附近某服装店购
物时，看中了一件品牌时尚连衣裙，
价格300多元。张某试装了几次，很是
喜欢。因为自己手头紧张，张某在试
衣间磨蹭了很久才出来，将连衣裙
脱下后，张某顿时起了贪心。看到店
内进进出出很多人，便趁服装店工
作人员招待其他顾客之机，将看中
的连衣裙再次拿到试衣间，将防盗
磁扣剪掉。张某认为这样就可以从
服装店安检门通过，且不会报警。很
快张某从试衣间内出来，服装店工
作人员李某觉察到张某神色慌张，
包也变得鼓鼓的，就起了疑心。李某
很快清点了店内的衣服，发现少了
一件，随即打电话报警。

荆河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
赶赴现场，发现张某神色慌张，对自
己包内的连衣裙不能说明来历，并
谎称是自己在其他服装店买的，拒
不承认盗窃行为。民警将张某带到
派出所进一步调查，通过调取服装
店内的监控录像，很快锁定嫌疑人
张某。在派出所内，张某在监控录像
内看到自己的盗窃的全部过程，惭
愧的低下了头。目前，张某因涉嫌盗
窃已被行政拘留。

剪磁扣偷衣服
监控“锁定”嫌犯

带领嫌疑犯指认现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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