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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日报、齐鲁晚报今日菏泽、牡丹晚报、菏泽招生考试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菏菏泽泽市市22001199年年普普通通高高校校招招生生咨咨询询会会
时间：6月26日8：00—17：00 地点：菏泽一中人民路校区(原一佳校区)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于6
月25日前公布高考成绩，6月28日
开始填报提前批次志愿，我市参加
春、夏季高考的学生6万余人，为帮
助考生选择学校，帮助学校选招考
生，《菏泽日报》、《齐鲁晚报·今日
菏泽》、《牡丹晚报》、菏泽招生考试
服务中心于6月26日，在菏泽一中
联合举办菏泽市第十六届普通高
校招生咨询会。届时，高校招生及
新闻部门免费发放填报志愿材料，
现场为考生及家长服务。菏泽市高
校招生咨询会是为考生服务的社
会公益活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向考生及家长收费，欢迎考生和家
长参会咨询。

截至6月23日晚，报名参加咨
询会的高校有：山东大学、中国海
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复

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
财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海
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燕山大学、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青岛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政
法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荣城校
区)、山东建筑大学、鲁东大学、青
岛理工大学、山东财经大学、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中

医药大学、聊城大学、烟台大学、曲
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青岛农业
大学、齐鲁师范学院、齐鲁理工学
院、青岛工学院、烟台南山学院、山
东外事职业大学、齐鲁医药学院、
泰山学院、菏泽学院、山东女子学
院、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枣庄学院、
临沂大学、滨州医学院、山东管理
学院、济宁医学院、山东外国语职
业技术大学、滨州学院、山东工商
学院、济宁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潍坊学院、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青岛理工大学
琴岛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山
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青岛滨海学
院、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聊城大学
东昌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
院、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中国
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山东华宇工学

院、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菏泽
职业学院、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济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泰山护理职业学
院、山东商务职业学院、菏泽医学
专科学校、济南明众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
东旅游职业学院、烟台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济南护理职业学
院、山东职业学院西校区、山东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山东交通职业学
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山东
圣翰财贸职业学院、泰山职业技术
学院、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山东经
贸职业学院、济南职业学院、山东
水利职业学院、山东劳动职业技术
学院、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莱
芜职业技术学院、青岛港湾职业技

术学院、潍坊职业学院、山东中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艺术设计职
业学院、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威海
职业学院、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菏泽家政职业学院、菏泽技师
学院、单县湖西中学、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经济学院燕山学院、山东电子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潍坊护理职业学院、菏泽市华
侨留学服务中心、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师范出国留学培训基地等。

市招考服务电话：0530-5511071、
13583099910、13518600928
菏泽日报联系电话：18905308269；
牡丹晚报电话：15005300136；
齐 鲁 晚 报 今 日 菏 泽 联 系 电 话 ：
15615301228

本报郓城6月24日讯(记者
赵念东) 6月23日上午，郓

城潘渡镇村民王某姐弟二人将
一面锦旗送到郓城县公安局西
城派出所，感谢该所民警及时
救助了其出车祸的父亲。“多亏
了你们，半夜出事故，要不是你
们及时救助，我父亲就没命
了。”王某姐弟俩激动地说。

原来，5月15日凌晨1时许，
西城派出所民警像往常一样巡
逻，当行至西环路梁何庄段时，
一阵刺耳的碰撞声打破了深夜

的宁静。“坏了！有情况，抓紧时
间去前面看看。”巡逻民警下意
识地说。两分钟后，民警在西环
路上发现一名40多岁的男子倒
在血泊中，头部受重创(不具备
采取基础抢救条件)，凭经验这
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随后，该所巡逻民警第一
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
交警部门。由于现场位于西环
路中间，为防止深夜伤者受到
二次伤害，民警拉起警戒带，摆
上反光锥，并由两名民警在事

故现场两端提示过往车辆。很
快120急救车赶到，民警协助医
护人员将患者抬上救护车后，
继续等待交警勘察现场。

待交警收完现场，该所巡
逻民警赶到医院，确认患者正
在接受抢救，又通过多方打听
得知伤者系王某某，为潘渡镇
人。随后，民警通知并等待伤者
家属到了医院才悄然离开。

据悉，巡逻民警的及时救
助，为伤者赢得了宝贵时间，最
后得以转危为安。

本报巨野6月24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丁伟)

23日，巨野县章缝镇王某，在自
家玉米地浇地时，心存侥幸，掏
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了田
地的麦茬，瞬间形成“火龙”剧
烈燃烧起来，她吓得用树枝拍

打火苗，根本无济于事，后在附
近村民及巨野县公安局章缝派
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才将火势控
制。

据了解，王某在自家田地
内点火焚烧麦茬，引燃了周边
村民的30余亩玉米地里的麦

茬，致使农作物受损，造成了
1000余元的经济损失。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
四条之规定，章缝派出所依法
给予王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

本报单县6月24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昆
龙) 近日，单县一退休教师
吴某不慎将手机遗失在公交
车上，结果手机绑定的银行
卡被人盗刷了两万余元，遂
报警。报警后，单县警方经缜
密侦查，将该案破获，并追回
了吴某的全部损失。

近日，单县的退休教师
吴某从单县向阳路回张集的
途中，在公交车上将自己的
手机丢失。此事告诉自己的
家人后，家人也没当回事，其
女儿还在当天为吴老师补办
了手机卡并在网上买了一部
新手机。

三天后，吴某的儿子接
到了邮寄过来的新手机，等
其打开父亲手机的时候，瞬
间惊呆了。原来新手机在开
机后接到银行发来的32次消
费和转账信息，从14 . 9元至
6000元之间不等，总共盗刷
了20451元钱。于是，父子二
人于当天下午，到单县公安
局张集派出所报案。

接警后，民警迅速成立
专案组全力侦破该案。民警
通过银行查询，发现有一部
分钱财转账到了一个尾号为
133的银行账号。通过该账号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该
账号的所有人是一名年仅16
岁的少年。民警又走访公交

车女司机得知，当时在公交
车后座，确实有一位年轻人。
随后，民警根据身份证号码，
迅速赶到单县某宾馆，将嫌
疑人齐某某抓获。

经查，当天下午15时许，
齐某某在张集信用社门口坐
公交车回单县，在车上捡到
一手机。他见手机没有锁屏
密码，于是就打开了手机，登
录手机微信，发现手机主人
有跟别人转账的信息，并绑
定了银行卡。之后，齐某某又
试着打开手机微信钱包，发
现有密码，试了两次没有打
开，于是便将手机收了起来。

到站后，齐某某又掏出
捡来的手机研究，发现手机
相册里有手机主人存储的身
份证号和银行卡号。接着，齐
某某以忘记密码的方式，将
微信密码破解，先后多次转
账，直到微信到达转账限额
上线。于是齐某某又在手机
内下载了支付宝、淘宝、京东
等网购软件，不停的购买东
西，直到将银行卡内的两万
余元消费一空。

对此，齐某某表示愿
意 赔 偿 吴 老 师 的 全 部 损
失，并向吴老师致歉。鉴于
此，经单县公安局法制科
批准，对齐某某处以行政
拘留十五日的处罚(不送拘
留所执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建
利) 东明农商银行于6月10
日，组织优质客户在总行八
楼会议室举办“书香润心灵，
优雅品人生”读书会活动，来
自城区支行的33名优质客户
参加。

本次活动首先以共同
朗诵《我的祖国》开启第一
个环节，大家声情并茂的
朗读透漏着对祖国的深深

热爱之情。接着是个人经
典诗歌朗诵和心得体会分
享，活动中大家踊跃上台
分享自己读书的心得和体
会。在书籍中徜徉，在知识
中遨游，读给正在拼搏的
自己，一起为青春的怒放
呐喊。最后由优秀的朗诵
者领诵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并给大家送
上美好的祝福。

男男子子遇遇车车祸祸危危在在旦旦夕夕，，民民警警及及时时救救助助
被救男子家人送锦旗表示感谢

巨巨野野一一村村民民烧烧麦麦茬茬形形成成““火火龙龙””
被被处处以以十十日日行行政政拘拘留留

男男子子公公交交车车内内捡捡手手机机
疯疯狂狂盗盗刷刷两两万万元元

东明农商银行

举举办办““书书香香润润心心灵灵
优优雅雅品品人人生生””读读书书会会

救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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