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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误信诈骗电话坚持汇款

邻居紧急报案“抢”回 20万元
本报 10 月 19 日讯(见习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

玉民) 10 月 18 日，一位市

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

男子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办

案民警，以该市民卷入洗黑

钱案为由，要求将银行存款

转入到他们指定的账户中。

幸亏串门的邻居及时报了

警，在民警的提醒下才避免

了家中全部 20 多万元的积

蓄落入骗子手中。

10 月 18 日 11 点多，胜
利油田胜北社区的胡大姐

买菜回来，刚进家门就听到

固定电话响了，打来电话的

是一名男子，自称北京市公

安局的办案民警。该男子
称：“我们刚刚抓获一个以

‘王强’为首的洗黑钱犯罪
团伙，经调查，你已牵扯其

中，你在银行的全部存款都

已被北京市公安机关监控，

如果想澄清与此案无关，就
必须将你家在银行的所有

存款，于下午 4 时前转存到

警方指定的‘安全账户’上，

‘警方’只需两天时间对资
金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调

查清楚后即可将存款完璧

归赵，否则就可能承担严重

的法律后果，不但要将存款

强制没收还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同时还要求胡

大姐必须向包括家人在内

的所有人保密。胡大姐听后

非常惊慌，在纸上记下对方

提供的银行账户号码后，将

家里所有的存折都找了出
来，准备按对方的要求到银

行进行转存。

当胡大姐向对方打去电

话核对账户号码时，民警找

上门来。原来，邻居李大姐来
胡大姐家里串门时发现胡大
姐不让她进家门并且行为异

常，还称家里遇上了点麻烦。

李大姐下楼后越想越觉得不

对劲儿，便拨打了派出所报

警电话。

民警进门后，胡大姐匆
忙将电话筒放回到电话机

上。民警发现客厅茶几上堆

放着六七张银行存折，经粗
略计算共计 20 余万元，存折
旁边一张纸上有一大串像银

行账户号码的数字。向胡大
姐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民警
说这是一个诈骗陷阱，今年

已接到过多次此类报案。胡

大姐紧紧拉着民警的手连说

感谢：“这可是我们家的全部
积蓄啊！真要被他们骗了去，

我就没法活了！”

电子干扰车锁

伺机盗窃被抓

本报 1 0 月 1 9 日讯

(见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长祝 李庆健) 3 名男

子组成团伙利用电子干

扰汽车中控锁等方式，撬

盗机动车内财物。滨海公

安局滨东分局近日将该

盗窃团伙三名成员全部
抓获。

这 3 名男子不仅通

过撬车门、顺手牵羊等方

式进行盗窃，还使用了电

子装置干扰汽车中控锁，

并先后窜至寿光、广饶、

东营区及油田等地疯狂

作案。9 月 22 日，袁某伙

同王某、谭某窜至油建三

公司对面的一个菜市场，

使用电子装置干扰，盗走
一车内的黑色肩包，内有

五张银座购物卡；国庆假
期的一天上午，在广饶大
王外环一菜市场处，3 人

见一名男子下车看花，车
窗没摇好，袁某就从车窗
户伸进手去把包盗走，内

有现金六七百元；10 月 9

日，袁某和王某窜至东

城，看到一名男子下车后

去吃早餐，于是袁某盯着

车主，王某钻进车里盗走

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人行道
伤痕累累

在西四路与淄

博路交叉口油城广

场北侧的人行道上，

铺在路面上的地砖

很多都已破损不堪，

“伤痕累累”。附近居

民称，在这段人行道

上走一不小心就会被

绊倒。这种状况已经

持续一年了，一直无

人管理。

本报见习记者

王超 吕增霞
摄影报道

贪图便宜买黑车

车被没收白吃亏

本报 10 月 19 日讯(见

习记者 王斌 通讯员 司炜)

王某贪图便宜买了辆轿

车，不久却被公安机关告知

此车为盗抢车辆予以没收。

王某于半年前花 1 万

元在刘某处买下一辆轿

车，刘某仅给王某出具了

购车证明。一个月后，王

某被公安机关告知此轿

车为盗抢车辆并予以没

收。王某以自己在购车时
不知该车为盗抢车辆为

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刘某返还购车款。东营区
人民法院认为，王某在明

知该车辆没有任何登记
手续、刘某也不能提供车
辆所有权证明的情况下
买下轿车，买卖被盗车辆

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此案也为有意购买

二手车的人们提了个醒，

交易之前一定要充分注

意车辆的各种手续是否

齐全。

五大脑病进口药获批上市
脑血栓后遗症及中风偏瘫、脑萎缩及老年痴呆、脑瘫、帕金森、癫痫一药解决

被国际医学界称为“治脑一绝”的蒙

古红药，采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

古国原始炼丹技术，经 72 道工艺、108 天

炼制而成，最终打磨成红褐色的丹药。

经过多方协调，被国际医学界称为

“治脑一绝”的蒙古红药，终于被我国原

方、原材料、原工艺全套引进，在中蒙合

作生产企业“中蒙制药”获得批量生产，

并拥有了国家审定的中文通用名称“珍

珠通络丸”。这是我国首次以合作方式引

进国外特效脑病产品，来解决我国脑病

在临床治疗上无特效药的实际难题。

据一些患者的家人反映：这种进口

红色丹药丸的服用方法特别怪，不仅一

天只需服用一次，而且每次只能服单数

粒，不能服双数粒。更令人惊讶的是，按

此种怪法服用，见效特别快，一天一个

样，一月一个大变化，从未经历过。有的

脑栓偏瘫患者，一个月左右就能灵活走

路了；有的脑萎缩、痴呆患者不到一个

月，大小便就能自理，不再用家人照看

了；有的帕金森、癫痫患者仅二十几天，

震颤和抽搐就捡起来；16 岁的脑瘫儿，

12 年从未叫过妈，服用仅 2 个多月就开

口叫妈了！一丸小红药治愈五大脑病也

在众多患者中传颂。

专家指出，10个脑病 8个呆傻 9个瘫，

不解决傻和瘫，脑病就不能算治好。进口蒙

古红药全部引进蒙古大漠天然野生特种药

材组成，抓住“治傻和治瘫”这个根本，通肾

络生脑髓，通脑络修神经，通经络活筋骨，让

五大脑病患者结束傻和瘫，变得聪明，活动

自如，实现生活自理。目前，这种进口红色丹

药---蒙古红药通过国家调拨在我省上市，

有关情况可拨打0546-7510120 了解。

比亚迪 F3R 作为自主品牌首款时尚

大两厢，凭借时尚的外观、宽敞的空间、

强劲的动力逐渐确立了两厢家轿市场领

导车型的地位。为满足更多细分市场需
求，为消费者车提供更多的车型选择，比

亚迪新推出了 F3R 金钻版自动挡。比亚

迪 F3R 金钻版自动挡横空出世，不仅助

力 F3R 向月销万辆进发，更为比亚迪全

年销量目标的完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F3R 金钻版自动挡是一款非常有活

力的车，前脸云海网格状前隔栅镶嵌着
金属“F3R”字样，活力十足。侧腰从前门

向后延伸的肌力线增强了视觉冲击感，

使得整个车身显得更加运动。三盾式尾

部设计与整车非常协调，使尾部更具层
次感。再搭配 LED 环形魔幻尾灯，F3R

更显卓尔不群。而在车尾造型上，其向后
延伸的阶梯状设计更接近于两厢半造

型，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行李厢

的容积，而且在发生迫尾事故时能够很
好的保护后排乘客的安全。

作为热销车型比亚迪 F3 的同宗兄
弟，2600mm 的轴距使其拥有了两厢车中

最为宽适的“超大”驾乘空间；内饰的做
工则更加精细，浅米色成为其内饰主色

调，再搭配高档的钛银装饰件，整体给人

清新协调的感觉。

金钻品质一直是比亚迪不懈努力的

目标，此次 F3R 金钻版自动挡从车型的

设计、造型细节以及销售环节都制定了

更加全面的品质监查体系，进一步确保

了车辆的品质，尽显“金钻”风范。

据悉，东营联宇比亚迪 4S 店买断库

存 F3R 30 辆，双燃料，大空间，五万元内

最大两厢中级车，性价比之王的比亚迪
F3R，仅需 4 . 99 万元即可开回家。2010 年
10 月 20 日-31 日期间，购车更有千元豪
礼等你来拿。更多精彩尽在东营联宇比

亚迪 4S 店……

内外兼修 比亚迪 F3R 彰显都市两厢气质

英伦汽车万元钜惠月销超百辆
进入十月黄金期，“英伦强势出击

万元震撼钜惠”活动也进入爆发期。

虽然活动才推出两个多月，但凭借卓越

的产品品质以及万元钜惠的诱人政策，

旗下的英伦海景、金刚、金鹰市场反应

火爆，销量月超百辆，节节攀升，备受消

费者推崇。“金九银十”引爆的销售旺

季，英伦汽车万元钜惠活动势必掀起东

营新一轮的购车潮。

相信英伦汽车推出钜惠万元的政

策，势必将细分市场“性价比”线位再次

拉高，进而重新定义该级别家轿的“超

值”段位。“对咱工薪阶层来讲，买车图

的就是实惠，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教师节前几天，英伦汽车推出的教师节

团购活动把服务送到家里，万元钜惠活

动更是超值，所以我就预订了海景。海

景这款车我一看就中意了，无论是外

观、内饰还是动力都很不错，性价比很

高。现在还有万元钜惠，确实是个难得

的机会，不仅给咱加装 GPS 导航、

DVD、可视倒车雷达，还送‘五件套’礼
包，价格才 6 万元出头，一个字，值。”对

于海景尊贵版，定车不久的刘老师赞不

绝口。

在吉利造车 12 周年之际，英伦汽车
万元钜惠--10 月 24 日黄金十月现场团

购会。现在即可到英伦汽车东营宏瑞 4S

店参加报名，报名者均有意外惊喜！本月

团购者在享受英伦汽车万元钜惠的基础

上还可以享受团购折扣价，超大惊喜，刷

新我司销售历史的新超值价格！

春华秋实，12 轮回，在吉利汽车由国内

走向国际的历程中，离不开您的支持，

感恩由您，回家有礼！这个秋季，到吉利
汽车东营宏瑞服务站收获惊喜！

思铂睿：

内外兼修的运动绅士

思铂睿，这款拥有本田

豪华品牌高贵血统的高端运

动型轿车，自上市以来，就以
其动感时尚的外形、丰富的

高端配置、卓越的操控性能

以及愉悦的驾乘感受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其中，外形作为
第一印象显得尤为重要，因
为这直接决定了思铂睿能否

让你一见钟情。

不可否认的是，思铂睿

动感锋锐、健朗有力的外形

设计是吸引到多数人注意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彰显运

动感的主要标志。外观上，思

铂睿有着典型的“运动健将”

才具备的面孔。双色镀铬前

进气格栅精致而简练，让车
身前脸充满张力，将锋锐与
睿智表露无遗；前保险杠让

人眼前一亮，突出的棱角颇

具进攻性；犀利的氙气前大

灯不但看上去锋锐硬朗，其
实用性也同样引人关注，还

具备根据车身高度自动调节

灯光水平角度的功能，以确

保任何时候都能为驾驶者提

供合适的照明光线；尾灯的

设计与前大灯相呼应，配合

双排气管，同样勾勒出动感、

干练的视觉效果；17 英寸五
辐轮辋，融合富有力量感的

车身轮廓，尽显动感之魄。似

一股强劲的运动旋风，于城
市的流光中自由畅行，这样

的思铂睿，让人不得不为之

心动，为之倾心。

对注重驾驶乐趣的思铂
睿而言，仅仅拥有锋锐动感
的外观是远远不够的。事实
上，思铂睿格调高雅的内饰
空间及多种高级配置也令众

人称道。运动型三辐多功能

真皮方向盘，集成驾驶所需
全部操控--换挡拨片、音响
控制、蓝牙免提控制、定速巡

航控制、仪表多功能显示屏

控制，让一切尽在掌握；三维
簇式多功能仪表可快速、简
洁实现信息读取；运动型真

皮座椅拥有完美符合人体工

学的曲线设计，可在疾驰中

为驾驶者提供稳定的支撑。

外观锋锐动感，内饰舒

适雅逸，思铂睿内外兼修，打

造结合运动感与驾乘舒适性
的完美品质。对这样的它，又

怎能让人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