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家新城

浪浪漫漫草草坪坪晚晚宴宴，，选选房房首首日日百百套套红红动动全全城城
10月18日晚，一场别具风格

的法式户外浪漫草坪晚宴在万家
新城亲子休闲广场的草坪绿地之
上华丽上演。

万家新城本次“感恩有您，
2014答谢晚宴”，旨在感谢长期以
来关注并支持本项目的业主、准
业主及客户，并借此晚宴加强万
家新城与业主之间、业主与业主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彼此之
间的了解和信任，同时向广大业
主声明万家新城将秉持质量为本
建筑理念，着力优化生活环境氛
围，打造菏泽全生活综合体。

晚宴现场，万家新城为客户
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客户们边就

餐边欣赏了模特走秀、小提琴、
萨克斯演奏，激情的爵士舞蹈，
还有受人喜爱的近景魔术，6000
平米的大草坪上充满了业主们
的欢声笑语。

晚宴最后，万家新城二期
兰苑的产品盛大亮相，本次将
推出D2#、D9#楼座房源，选房
时间定在19日至21日每天9:00
-18:00。

当主持人宣布晚宴结束后，
为能选到自己满意的房子，客户
们快步到售楼处排队等待发放
选房号牌，直至晚上10点，万家
新城售楼处依然灯火通明，人声
鼎沸。19日早上7点，售楼处内已

经就有很多客户在等待选房。
万家新城本次推出房源备

受追捧，截至19日上午12点，已
成功选房100余套。
万家新城简介

万家新城是菏泽市和牡丹
区两级政府重点规划改造项目，
由菏泽齐鲤房地产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71万平米，产品有高层、联排别
墅、甲级写字楼、商务公寓。项目
还配有大型购物商场、一条500

米的大型商业步行街“万秀街”，
高端会所、幼儿园、电影院等综
合服务配套设施，是菏泽首席全
生活城市综合体楼盘。（齐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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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销销的的几几种种伎伎俩俩，，您您知知道道吗吗？？
郓城、曹县、巨野三地工商、公安部门联合安利教市民防范传销恶虎

本报菏泽10月19日讯 (记者
李德领) 20日晚，第三届中国

菏泽艺术节闭幕式暨最美中华
情·经典歌曲演唱会将在大剧院
举行，盛会将闭幕，邀你共欣赏，
市民可携带身份证到本报编辑部
领取门票。

据悉，闭幕式除对艺术节涌现
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还
将举行最美中华情·经典歌曲演唱
会，用大合唱、小合唱、重唱、歌伴
舞等各种形式演绎经典歌曲，歌颂
祖国，礼赞家乡，为第三届中国菏
泽艺术节划上圆满句号。

市民关注今日菏泽官方微信
平台“牡丹传媒”，并转发19日本
平台发布的微信内容，即可到本
报编辑部领取领取闭幕式门票。

由于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领取门票时出示关注“牡丹传媒
微信平台”页面以及转发的微信
内容即可。

本报编辑部地址：菏泽市中
华路凯瑞国际广场10楼，咨询电
话：15054655267，6330018。

关注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通
讯录里搜索“牡丹传媒”进行关注。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官方微
信——— ——“牡丹传媒”为菏泽市民
传播最全面民生信息、最新鲜生
活资讯，并开展多项互动活动，致
力为菏泽传递更多正能量。

艺术节将闭幕

经典歌曲邀您共赏

关注本报官方微信

领取闭幕式门票

本报菏泽10月19日讯(记
者 景佳 ) 不少市民提起

“传销”二字就会谈虎色变，但
他们对于传销伎俩以及如何
辨别却知之甚少。18日至19
日，一场由菏泽郓城、曹县、巨
野三地工商、公安部门，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菏泽
分公司承办的“共同打击非法
传销”宣传活动在巨野银座广
场举行。

记者了解到，传销作为一
种非法经营的活动，在近些年
花样不断翻新，不过传销的几

个形式依然没有发生变化：拉
人头、收入门费、团队计酬等。
不少民众由于辨别经验的不
足，使得他们很容易上当受
骗。

在活动现场，工商、公安
人员通过采取发放《禁止传
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
等政策法规资料、张贴宣传
画、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向
前来咨询的群众讲解传销的
危害性，揭露传销的违法犯
罪本质及惯用手段，安利志
愿者也向在场的群众详细宣

讲了什么是传销、传销活动
的危害。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菏泽分公司负责人董惠
中告诉记者，作为本次活动的
协办单位，主要目的就是配合
工商、公安部门普及宣传打击
传销相关法律法规及知识，让
广大群众认清传销的概念、本
质、目的、流程以及危害，最终
增强他们抵制传销的警惕意
识，提高防范传销的辨别能
力。

本报菏泽10月19日讯 (记
者 陈晨) 17日，菏泽市移动
公司召开 i phone6与 i phone6
plus正式发售仪式，并提供裸
机销售与合约销售两种形式，
菏泽市民可通过营业厅、网上
商城等渠道购买。

据 了 解 ，i P h o n e 6 及
iPhone6Plus支持中国移动的
2G、3G、4G以及WLAN网络。
中国移动此次发售的iPhone6
及iPhone6Plus分别为4 . 7英寸
和5 . 5英寸，有金色、黑色、深
灰色三款颜色和容量供选择。
同时，菏泽移动客户可通过主
要 营 业 厅 、网 上 商 城
(www.sd. 10086 .cn)、支付宝钱
包山东服务窗、山东移动10086
微信平台等进行预订，预订的
客户将获得优先供货。

记者在移动营业厅注意
到，目前菏泽移动推出裸机销
售和合约销售两种形式。裸机
销售方面，选择购买裸机的客
户将获赠3个月每月2GB的省
内单模4 G 流量。合约销售方
面，山东移动提供“购机赠送话

费”优惠，用户花5288元购买
1 6 G i P h o n e 6 一部，可获赠
5288元话费以及6GB流量，话
费分12月、24月、36月三档合约
期分月赠送；用户花6088元购
买16G iPhone6 plus一部，可
获赠6088元话费以及6GB流

量，话费分12月、24月、36月三
档合约期分月赠送。

据了解，截至目前，菏泽移
动4G第一期工程已经全部完
成，共有4G宏站465个，覆盖范
围为八县两区的城区，覆盖率
可以达到9 5 % 的设计目标要
求，信号质量良好，4G手机实
测下载速率高达87 . 71Mbps。

菏泽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移动4G第二期工程正
在开展，预计4G宏站934个，将
进一步加大4G网络的广度覆盖
和深度覆盖，本月底将实现菏
泽所有乡镇驻地以及部分农村
数据业务热点区域的4G网络覆
盖，同时实现济菏高速的全程
覆盖，进一步提升重要党政军
机关、大型厂矿企业、高校、商
场和医院的室内4G信号覆盖。

谁谁是是敢敢吃吃螃螃蟹蟹的的人人
菏泽移动正式发售iphone6，推出裸机和合约购买两种形式

(1)“拉人头”式传销：组织
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
加人，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
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
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
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
非法利益的；例如，某公司规
定：要成为公司的业务员，必须
先向公司交纳2980元购买一套
化妆品(该化妆晶实际成本只有
几十元钱)，然后每发展一名下
线，即可获得200元提成，发展下
线越多，提成也越多。

此类传销中，一般没有商
品，不以买卖商品为目的，越
要拉人加入即可。传销使用的

商品，质次价高，只是用来掩
人耳目或仅作为道具而已。

(2)骗取“入门费”式传销：
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
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
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形式变
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
展其他人员加人的资格，牟取
非法利益的；例如，某地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查获一传销组
织，该传销组织规定：只要交
纳3800元，即可成为会员并获
得介绍他人加入的资格。

(3)“团队计酬”式传销：组
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
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
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
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
法利益的。

例如，洪某经人介绍花2000

元购买一套化妆品后，获得某
传销组织业务员资格。此后洪
某又直接发展了6个人以同样
的方式加入公司，这6人即成为
了洪某的直接下线。这6人又发
展了7人加入，这7人即成为了洪
某的间接下线。洪某与其下线13

十人组成了“团队”。按照公司
的规定，洪某从其直接发展的6

名下线的销售额中提取8%-20%

的报酬；从其间接发展的7名下
线的销售额中提取2%—10%的
报酬。这种形式就是典型的“团
队计酬”式的传销。

另外，根据《禁止传销条例》
的规定，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发布

含有传销信息的，以及为传销活
动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
源、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也
是违法行为，也要受到查处。

例如，贵州省某经济开发
区柏某，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
将自己的房屋租给外省籍传
销人员李某。

李某因从事传销活动被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查获，在该出租
屋内查获李某用于非法传销的
西装、化妆品、保健品数套，现场
抓获传销人员8人。出租屋主柏
某为传销活动提供经营场所的
行为违反了国务院《禁止传销条
例》和《XX X市人民政府关于依
法严厉打击传销的通告》的规
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柏某处
以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本报记者 景佳 整理）

相关链接：

常见的传销表现形式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景佳 摄

菏泽移动正式发售iphone6。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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