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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潍坊7月5日讯（记者
李晓东 庄文石） 将车停

在酒店门前广场多日，开走时
被告知原本免费的停车场从
十天前已开始收费，7月2日，
市民李女士被华美达酒店收
取了480元停车费。经了解，该
酒店门前停车场未经过有关
部门审批，酒店称接下来就办
理审批手续。

3日，市民李女士反映，长
期免费的华美达酒店门前停
车场未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就
突然收起了停车费，而且一下
子就收了李女士480元。李女
士说，由于她所在公司跟华美
达酒店有合作关系，加上公司
离酒店比较近，李女士经常将

车停在华美达酒店门前停车
场，一直以来都是免费停车。

7月2日下午，将车停放了
十余天的李女士到停车场开
车，出门时被保安拦住，称停
车场早在十天前就开始收费，
要求李女士按照酒店规定的
收费标准支付10天共计480元
的停车费。虽然李女士对酒店
的收费标准不认可，但由于急
着用车，还是支付了480元的
停车费。在索要停车发票时，
酒店只给李女士开具了一张
480元的餐饮发票。

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民生街的华美达酒店，酒店停
车场外有两块告示牌，其中一
块告示牌提示，酒店停车场只

为到店消费的客人提供免费
停车服务，非消费客人有偿停
车。停车场入口的一块告示牌
上写着酒店门前停车场自6
月22日起开始计时收费，收
费标准为每小时两元，零点
到早上六点为时段收费，收
费标准为10元。记者开车进
入停车场，收到了保安提供
的手写计时条，离开停车场
时 按 照 计 时 收 取 两 元 停 车
费，并未向记者提供发票等收
费凭证。

酒店行政办公室刘主任
说，酒店门前停车场计时收费
暂时未经过任何部门的审批，
仅仅是暂时收费，目的是为了
清理长期占用酒店停车场的

车辆，为正常到店的客户提供
更多的可利用车位。试行多日
后，酒店领导决定将停车场的
计时收费政策长久保持，所以
酒店接下来将尽快到相关部
门办理审批手续。

“消防、物价、交通等部门
都没有审批，现在已经有多个
部门找到我们。”刘主任说，酒
店确实存在前期工作未完善
就开始收费的情况，接下来将
尽快完善，审批前会暂停收
费，等审批后再继续收费。同
时，将积极联系李女士，协商
退还停车费事宜。

截至3日上午11点，记者
离开华美达酒店门前停车场
时，酒店保安仍在收费。

本报潍坊7月5日讯（记者
周锦江） 5日，记者从潍坊市台
办了解到，第21届鲁台会在台湾
地区举行并圆满结束，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此次洽谈会签署了8项
合作框架协议，推动了16个重点
项目，获得了23个重要投资合作
信息，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成为新
热点。

据介绍，两岸合作转型不断
加速，文化创意、休闲农业、健康
养老等新兴产业成为两岸合作
新热点。潍坊市坊茨小镇、大英
烟厂、潍柴老厂区一体化文创园
等文创项目，成为大会热点，台
湾志嘉建设、统一集团、旺旺中
时等均表达了强烈合作意向，台
玻集团总裁林伯实、志嘉建设董
事长叶哲宏、南港育成中心主任
夏尚朴等将于近期来潍坊深入
考察海洋生技、文创园区、生物
医药等项目。双连养老机构、耐
斯集团等也将于近期派员到潍
坊考察。

潍坊市举办的两岸文创产
业合作研讨会，潍坊文化大放异
彩。30多位台湾政界高层和文化
产业界领军人士与会，围绕潍台
文化产业合作交流研讨、建言献
策。台湾旺旺中时、HTC、石尚公
司三家企业与诸城市达成恐龙
文化入岛合作协议，由台湾知名
策划设计师范可钦主导策划，目
前正在积极推进。山东潍坊民间
文化艺术展，每天参观者达数百
人。

据了解，潍坊市为此次鲁台
洽谈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入岛前
即举办了台湾农产品精品展示
展销会、鲁台职业院校长交流会
等多项活动，多方邀请台湾方面
来潍洽谈，组成健康养老、科技
等专业小分队入岛招商，推动达
成了中华购、台宝GO电子商务、
峡山湖生态养老等多个合作意
向，为鲁台会成功举办奠定了基
础。

第21届鲁台会

在台湾举办

本报菏泽7月5日讯（记者
姚楠） 近日，有人在微信发布

“滴滴打车落户菏泽啦”，并在菏
泽市招募“专车”车主。对此，菏
泽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表示，滴
滴专车所招募的私家车等均未
取得相关许可，其从事专车营运
系违法行为，一经查处，将对车
主处以最高10万元罚款。

菏泽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交通运输部
出租行业改革方案出台前，为维
护行业和社会稳定，菏泽市出租
汽车行业将依照既有法规，维护
原有业态环境。无论是使用租赁
公司车辆，还是使用私家车作为
专车营运，只要未取得相应的客
运出租许可均属违法经营。凡是
参与专车经营的社会车辆将按
照非法运营进行查处，对未经许
可擅自从事城市客运的经营行
为，将按照国家道路运输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最高处10万元的
罚款。

菏泽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
表示，出租车行业有严格的运营
监管制度，对从业人员的从业资
格、车辆技术性能等有严格的要
求，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
安全、乘车安全。提醒市民，为维
护自身安全，不要乘坐“滴滴专
车”。

菏泽叫停

“滴滴专车”

外外国国客客商商丢丢包包，，保保洁洁员员拾拾金金不不昧昧
包内有护照存折等，外商送锦旗表谢意

酒酒店店停停车车场场未未经经审审批批就就收收费费
一车主停车10天被收480元，酒店给的是餐饮发票

本报菏泽7月5日讯（记
者 姚楠） 4日，曹县亿联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到两面
写有“拾金不昧，品德高尚”
的锦旗，这两面锦旗是日本
籍客商金先生特意委托曹县
合作方送来的，感谢两天前
这里的两位保洁员使他装有
护照、20多万元存折的包失
而复得。

2日下午，曹县亿联鲁西
南建材家居五金城中，保洁员
袁同安、李现魁正在清扫垃
圾，忽然在垃圾中转站附近的
绿化带中发现了一个黑包。

“当时我以为是谁不要的呢，
正准备扔垃圾箱里，一拎还挺
沉，打开一看里面有电脑露了
出来，赶紧交到物业办公室。”
袁同安说。

在物业办公室里，黑包被
交到了物业负责人徐春林手
中，他马上拨打电话找来片区
民警，在民警的见证下，黑包
被打开，包中有4张存折，存折

上有存款20多万元人民币，还
有银行卡、笔记本电脑、电脑
硬盘、资料、合同、钱包等，“最
重要的，里面还有一本日本护

照。”徐春林说，“能想象出，这
个外国客商有多着急，我们就
想办法赶紧联系他。”

在黑包中找到包主人的

一张名片，徐春林赶紧拨打上
面的电话联系他，很快失主金
先生来到物业办公室取回了
包。

酒酒后后用用弹弹弓弓钢钢珠珠打打碎碎两两车车玻玻璃璃
嫌疑男子竟还是一名盗窃惯犯

本报德州7月5日讯（记者
李榕 见习记者 刘潇）

近日，在德城区湖滨北大道金
卉小区9号楼楼下有汽车玻璃
被砸。经警方调查，确定为犯
罪嫌疑人王某所为，并发现王
某竟是一名盗窃挖掘机电脑
主板的惯犯。

王某，男，26岁，德州市陵
城区人。6月30日晚，王某酒后

用钢珠将金卉小区9号楼下的
一辆白色轿车前后挡风玻璃
和副驾驶的车玻璃打破，同时
将停放在9号楼南边的一辆商
务车驾驶座玻璃和后门玻璃
打破。

“勘查中发现现场留有钢
珠，经分析系被人利用弹弓等
器械从高处打在车窗上造成
的。”派出所办案民警称，根据

两辆车所处的位置显示，9号
楼为事发区，于是对有关住户
进行了细致走访，最后锁定王
某有作案嫌疑。

“敲了半天门，王某才打
开屋门，而且神色紧张。”民警
说，问话的同时去王某屋内查
看，在王某卧室的床下搜查出
弹弓两把、钢珠一瓶。嫌疑人
王某6月30日晚酒后用弹弓将

楼下的车玻璃打破。
警方进一步搜查时，发现

王某卧室的床下有两台挖掘
机的电脑主板和一些邮寄单，
随后民警将王某带回派出所
进一步审查。经讯问，王某供
述了多起在天衢工业园建筑
工地盗窃挖掘机电脑主板的
犯罪事实。目前，该案已移交
德城刑警大队城北中队。

为为要要钱钱，，在在他他人人家家里里居居住住十十多多天天
三人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刑事拘留

本报德州7月5日讯（记者
李榕 见习记者 刘潇）

临邑德平镇居民周某家中惊
现闹事团伙，险些造成命案。
经过警方调查，原来是因为交
通事故赔偿引发争执。目前犯
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5月28日，郭某一家六人
前去周某家中闹事。原来是5

月16日周某驾驶一辆面包车
将郭某撞伤，郭某被送到德州
住院治疗，周某的哥哥与郭某
的儿子等人达成口头协议，承
诺给郭某看病。其间，周某先
后为郭某垫付医药费6万元。5
月28日郭某等人向周某催要
药费，周某拒绝支付，并在周
某家中引发了争执，周某妻子

因此心脏病复发，险些丧命。
办案民警介绍，警方控制

争执现场后，明确告知郭某
等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违
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会构
成犯罪，交通事故应通过法
律渠道解决。然而郭某等人
不听劝阻，继续留在周某家
中。此后十多天时间，郭某等

六人轮流在周某家中居住，
而周某与其家人只能借宿别
人家中。6月 8日，临邑公安
局、德平派出所民警对郭某
等人实施抓捕。

目前，郭某家中三人因涉
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已被刑事
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
中。

外国客商托朋友送来锦旗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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