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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帮收收小小麦麦
浓浓浓浓乡乡情情

6月14日的一场暴风雨过后，将茌平县胡屯镇戚庄村初同生家的四

亩成熟小麦，全部砸歪倒在麦田，而在风雨之前，初同生还在用联合收

割机忙着给村民抢收小麦。村民刘大爷说，初同生家有联合收割机，这

几天忙得他饭都吃不及时，在暴风雨来之前为村里的父老乡亲抢收完

小麦，自己家的麦子昨天却被暴风雨加冰雹砸歪在田里。

灾害无情人有情，村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风雨过后，村中老少

顶着烈日、高温自发地为初同生家用镰刀收割小麦，体现了该村村民友

爱、互助的浓浓乡情。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史奎华 杨晓君 摄

当当事事人人冒冒名名顶顶替替 公公证证员员识识别别真真假假当当事事人人
本报聊城6月16日讯(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赫霄
邹东亮) 近日，两名自称

是夫妻的当事人走进阳谷县
公证处,申请办理委托书公
证,值班公证员热情地接待
了二人。

其中的那名妇女向公
证员进行介绍：那位男士是
她的丈夫，二人在阳谷县某
小区购买了一套楼房，因丈
夫需要去外地打工，想委托
妻子办理银行贷款手续和
房产抵押手续。听完了这名
当事人的陈述，按照公证程

序规则，公证员要求二人提
供办理委托书的身份证件
和证明材料。公证员将当事
人的身份证拿在手中，进行
仔细地核对。突然，细心的
公证员发现,这位男士本人
和身份证上的头像不一致,
公证员再次询问当事人,但
是这名妇女一口咬定这位
男士就是其丈夫，声称两口
子怎么会有假？公证员要求
这名妇女回避，单独询问这
位男士，让其回答自己的出
生年月和身份证号码，这位
男士支支吾吾，终于露出了

马脚，承认自己是这位妇女
的二哥，不是其丈夫，并向公
证员道出原委：其弟弟在外
打工，离家太远，不想让弟弟
来回跑这一趟，所以才出此
下策，试图蒙混过关，不曾想
到底没有躲过公证员的“火
眼金睛”。

公证员对二人进行了说
服教育，并对其支招：委托人
可以在打工地办理委托书
公证，把原件寄回，委托人
就可以免于长途奔波了。二
人向公证员承认了错误并
一再对公证员表示感谢。

认认真真核核实实案案情情 继继承承骗骗取取难难得得逞逞
本报聊城6月16日讯(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赫霄
邹东亮 付广军) 近日，

临清公证处受理了一起银行
存款继承公证。当事人自造
证明信谎称其父母只有他一
个孩子，欲办理继承公证独
吞遗产。临清公证处认真核
实案情，揭穿当事人的谎言。

近日，当事人王某来到
我处要求继承其父亲生前遗
留在银行的存款，并提供了
死亡证明、存折及村委会出
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明只
有王某一个儿子，无其他子
女。公证员心生怀疑，王某现

有六十余岁，根据其年龄推
算，在那个时期一般家庭子
女较多。询问王某是否还有
其他兄弟姊妹，并告知了提
供虚假证明骗取公证书的法
律后果。王某信誓旦旦的说：

“就我一个，没有其他人”，还
指责我们对他进行故意刁
难。公证员对王某一事进行
了先于受理，告知其需要十
五个工作日出具公证书。受
理后，公证员前去王某所在
村委会进行暗地调查，结果
真实情况浮现在眼前，王某
共有兄妹六人，因王某在村
委会担任一定职务，该证明

信系王某自己书写。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

办理公证前都会前来公证处
咨询，等到公证员把办理所
需材料，如何办理介绍、解释
后，当事人就会规避一些情
况，提供一些对其有利的证
明来公证处来申请办证，所
以在办证过程中一定要谨慎
小心。公证人员在办理公证
过程中对有疑问的证明材
料，应当主动核实，这样才能
更好的维护好公证行业的公
信力，起到预防纠纷，减少诉
讼的良好作用。

暑暑假假兼兼职职早早准准备备，，岗岗位位选选择择擦擦亮亮眼眼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暑

假即将到来，对于广大学生
来说，暑期长假是接触社会、
锻炼自己的黄金时期，暑期
兼职，既可以积累社会经验，
又能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每
年的暑期都是兼职高峰期。
笔者从58同城、赶集网、中华
英才网看到，有不少暑期兼
职岗位，其中家教、保洁、礼
仪较为热门。薪酬标准有日

薪、月薪多种方式，可以根据
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兼职工
作。

记者了解到，现如今，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利用课
余时间去兼职，他们认为这
是了解社会的好办法，有利
于今后毕业后快速就业，能
更顺利融入校园外的环境。
对于家境困难的学生来说，
兼职还意味着能减轻家庭负

担，让他们能获得顺利完成
学业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有关专家提醒，选择兼
职岗位一定要从正规网站搜
索信息，对于需要提前缴纳
保证金、管理费这类费用的
用人单位更要提高警惕，以
免受骗。虽然距离暑期还有
一段时间，但是不妨提早关
注，选择一些可以学习到新
知识的工作。

奥运倒计时50天

安利纽崔莱为中国军团

赛前冲刺提供营养支持
2016年6月16日，里约奥

运会倒计时50天。北京国家体
育总局训练局，全球营养保健
食品领导品牌安利纽崔莱宣
布，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支持力度，助力奥运
赛前训练营，在奥运备战冲刺
阶段为中国健儿们提供专业
营养支持，帮助运动员们克服
时差、气候、环境等诸多挑战，
尽快恢复体能，提升训练水
平，以最佳竞技状态开赴奥运
赛场。

早在2000年，安利纽崔莱
即已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官
方营养保健食品。15年来，安
利纽崔莱依托安全优质的全
线产品及在营养补充领域的
全球科研成果，为中国奥运军
团提供专业营养支持。中国奥
委会市场开发部主任李桦、副
主任王明晏，安利(中国)总裁
黄德荫，两届奥运冠军、女子
跆拳道选手吴静钰，奥运冠
军、击剑运动员雷声等出席了
发布会。活动由央视著名体育
主持人张斌主持。

“纽崔莱奥运加油站”助
力赛前冲刺

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
主任李桦表示，2016年里约奥
运会对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
是挑战很大的一届奥运会，中
国健儿不仅要面临对手的冲
击，更要应付时差和天气变化
等复杂情况。代表团本次在巴
西圣保罗设置的赛前训练营
是汲取伦敦奥运会经验，采用
体育大本营模式，通过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提供训练场所、优
质的服务和后勤保障，帮助运
动员进行赛前冲刺阶段的调
整和适应。安利纽崔莱作为中
国奥委会和中国体育代表团
赞助商，为中国体育健儿征战
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提供了有
效的营养支持，一直是中国体
育代表团的坚强后盾。

在安利纽崔莱的支持下，
本次训练营专门开设了“纽崔
莱奥运加油站”，为运动员提
供纽崔莱产品支持和全天候
理疗按摩服务。在每位运动员
房间设立洗衣服务，让他们从
繁琐劳务中解放出来，一心一
意备战奥运。同时，安利纽崔
莱也专门为每位运动员配备
了安利纽崔莱奥运随行包，纽
崔莱营养保健食品及途中个
人护理用品一应俱全。

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
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备战里约再尽新力。
纽崔莱“从种子到成品”全过
程垂直整合的质量管控系统，
为产品安全、质量提供了制度
保障。15年来，安利纽崔莱除
了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产品赞
助之外，还依托自身全球化的
强大科研实力和成熟经验，跟
随中国奥委会深入各个运动
队中进行调研，为奥运健儿提
供运动营养指导和个性化运

动营养解决方案，为代表团膳
食营养专业人员提供运动营
养培训，助力中国军团屡创辉
煌。

据介绍，安利纽崔莱提供
给体育代表团的每批次产品
都需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严
格的兴奋剂及产品品质检测，
标志着其产品质量、安全、功
效及稳定性已达更高标准，并
得到了国家权威部门认可。

中国体育代表团背后15
年的专业营养支持

奥运冠军、中国女子跆拳
道运动员吴静钰，奥运冠军、
击剑运动员雷声出席活动并
分享了奥运备战情况。雷声和
吴静钰两位老将都并非首次
征战奥运，在心态和经验方面
相对成熟，在最后冲刺阶段，
体能和竞技状态反而是急需
夯实和调整的。“在最后冲刺
阶段，每位运动员都有个性化
的训练方案和营养方案，确保
每个人都能在奥运期间把状
态调整到最佳，”吴静钰和雷
声表示，“感谢纽崔莱这么多
年来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支
持，与中国运动员的相依相
伴。”

据悉，安利纽崔莱作为全
球营养保健食品领导品牌，
15年来，凭借自身的优质产品
和科研实力，为中国体育代
表 团 提 供 营 养 支 持 。早 在
2000年4月，刚刚进入中国两
年的纽崔莱即签约成为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专
用营养品；2004年雅典奥运
会再度续约；此间，纽崔莱还
与伏明霞、田亮、刘翔、中国
体操队等众多奥运冠军合
作，邀请他们成为品牌代言
人，并为这些奥运健儿提供
运动营养支持。2012年伦敦
奥运会积极备战之际，纽崔
莱三度成为中国奥组委及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赞助商，并
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为中
国奥运军团提供更加深入全
面的营养支持。2013年，安利
纽崔莱与中国奥委会再次签
约，成为中国奥委会 2 0 1 3 -
2020营养保健食品赞助商。

推广全民健身为中国健
儿助威

自2001年签约成为中国
奥委会赞助商，安利纽崔莱不
仅将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专
业支持做深做细，同时秉持着
运动+营养=健康的品牌理
念，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广
全民健身运动，关注全民健
康。2002年，安利纽崔莱健康
跑在上海开跑，15年行迹已经
遍布全国百余城市，覆盖400
余万人。2016年5月开始，安利
纽崔莱推出“圆梦奥运、跑向
里约”线上线下打通的跑步活
动，动员全国跑友组建跑步社
群，以自身实际行动践行奥运
精神，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加油
助威。

互互联联网网新新商商机机：：欧欧洲洲杯杯来来临临，，一一大大波波宅宅““球球迷迷””袭袭来来

本报讯 为期一个月
的法国欧洲杯已经打响，
本届欧洲杯或许将成为最
后一届真正意义上拥有东
道主的球队，因为从下届
欧洲杯开始，将由多国共
同承办。正因为本届欧洲
杯的特殊性，得到了更多
球迷的关注，另一方面，看

球成为众多球迷宅在家的
理由，导致近段时间，O2O
上门服务这种高效率的服
务模式，受到了广大球迷
的热捧，“点燃“了互联网
的新商机。

记者在5 8同城、赶集
网等分类信息发布平台上
看到，爆米花、啤酒等快消

品在近期的出售信息大量
增多，部分球迷因为宅在
家中看球不愿出门，互联
网 成 为 了 主 要 的 采 购 渠
道。在58到家上，上门保洁
也成为近期最受欢迎的服
务项目。相信互联网服务
的完善化，O2O将成为这
个时代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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