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世丈夫遗留存折难住老妇
银行开辟绿色通道 400 余元存款变活钱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任斌) 11 日上
午，一热心读者蒋女士向本

报求助，她想将一张农行存

折里的 400 多元取出来，可是
存折已消磁，户名为其去世
的丈夫，按照相关规定，这笔

钱将要成为死账。最终，银行

专门开辟绿色通道，为蒋女

士取出了存折里共 402 . 9 元

的存款。

家住黄河农场四分场的

蒋女士称，存折是在收拾家

的时候找到的，是孩子他爸

去世之前留下的。蒋女士
说，她丈夫在 2005 年 8 月去

世，现在还有一个女儿在外

地上学，平时只有她一人在

家。“我也不认识人，也不认

识地，怕被人骗了，我怕到

银行取不出钱来，还专门去

派出所开了一个夫妻关系

证明和孩子他爸的死亡证

明。”

11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

随同蒋女士一起来到中国农

业银行胶州路营业网点。网

点营业员告诉蒋女士：“存折

已经消磁了，需要到存折原

开户网点办理加磁或更换新

折。”随后，记者又与蒋女士
来到位于南一路与胶州路交

会处以东的开户网点。说明

事由后，该网点工作人员称，

按照规定，蒋女士还需要到

公证部门办理一项手续。当

得知办理这项手续需要花费
200 元时，蒋女士难过地哭了

起来，“孩子他爸不在了，孩

子在外地上学，只想取出这

4 0 0 来块钱，家里实在困

难。”

当日下午 1 时许，农业
银行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蒋

女士的相关情况后，决定为
蒋女士开辟绿色通道，办理

了一次“特殊”的业务，为她

取出了存折里的 402 . 9 元钱。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顾松) 11 日，本

报追踪报道了东营区六户镇路

边野味店贩卖活狗一事(详见

本报 1 月 11 日 C04 版《野味店

的狗是“药来的”！》)。11 日，又

有热心读者打来电话爆料称，

药狗的“三步倒”其实有毒，如

果中毒的狗未经处理，人吃了

也会中毒。

据爆料人称，“三步倒”的

成分带有毒性，形状如同一般

的胶囊药丸。这种药在制作过
程中会在锅内翻炒，而且锅体

温度要控制在 50 摄氏度左右，

温度太高就会引起药物燃烧，

温度太低就会影响到制作成

型。在炒药的过程中，操作者要
提前准备大量清水，根据炒药
的情况，适时用手指轻沾药物
后放于舌头上，如果舌头能马

上僵硬即可。此时，操作者要立

刻用准备的清水不停地漱口，

直到舌头感觉恢复正常。最后，

借助筷子用蜡将炒好的药密封

起来。

药狗者一般会将“三步倒”

包入香肠中。如果狗误食了，仅

仅是咬破了外层蜡封，狗就会

晕倒，及时灌水就可醒来；如果
狗将整个药丸吞下，就有可能

中毒死亡。如果被药死的狗送

往野味店，店家会对狗的肠胃
进行反复冲洗，并会用水煮泡，

以减少狗体内的毒素。

东营市鸿港医院的医生告

诉记者，狗在吃了“三步倒”后

无论怎么清洗，体内或多或少
会含有残留物。市民吃了这种

中毒的狗肉后，因为剂量的问
题一般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

是也有可能导致呼吸困难、全

身发紫，更具体的情况可能需

要了解药的具体成分后才能知

晓。医生建议市民应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切勿随意食用一
些来路不明的动物肉。

记者已将相关情况反映给

警方，他们表示将展开进一步
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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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王瑞景) 10 日，

本报报道了东营职业学院学生
丢失电脑的事件(详见本报 1

月 10 日 C04 版《猖狂窃贼踹烂

房门学生三台电脑被盗》)。11

日，该校称下学期将发动学生
参与宿舍楼值班，以更好地保

护学生的财产安全，同时也会

加强学生安全教育。

据东营职业学院学工处的

工作人员介绍，学校考虑到宿

舍管理员一人看管五六百名学
生的宿舍，工作量较大，很难去

防范外来人员。从下学期起，学
校将会开展“协管一天，平安一
年”活动。在学生当天没课的前

提下，每天安排两三名学生协

助宿管员值班，确保进入本宿

舍楼的人均要登记；同时，从宿

舍楼出来的人员如果携带电脑

等贵重物品，也将实行登记。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加元)

一名浙江少女在老乡的哄骗下

到东营被迫从事三陪活动，少女

设法偷偷跑出来后报警，滨海公

安局基地分局民警接警后及时伸
出援助之手，帮助少女踏上回家

的路程。

8 日下午 4 时许，基地分局科

通派出所接到一少女报警称，自

己被老乡骗到东营并被逼迫从事
三陪服务，请求救助。接到报警

后，民警立即赶到北一路某公用

电话亭将少女带至派出所。据少
女讲述，她今年 17 岁，浙江人，初

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她看着身边

的姐妹都进城打工，一直也想外
出打工。可父母管教严，她一直没

有出过远门。

2 日，少女出门到镇上玩，恰

巧碰到了在外打工的 40 岁妇女

侯某。侯某告诉她，有个在外打工
挣大钱的机会，而且活也不累，她

便相信了侯某的花言巧语。随后，

她瞒着家人偷偷跟侯某坐车来到

了东营，可没过几天，侯某便变了

嘴脸，逼迫少女从事三陪服务，不
然就不准吃饭甚至挨打，并派专

人盯住她。8 日下午，少女趁上厕
所时偷偷跑出来报了警。

民警将少女妥善安顿到辖区

的招待所后，联系了她的家人。根

据少女父母的意愿，9 日，民警将

少女送上了回家的客车。

目前，少女已顺利回到家中，

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药来的”狗体内有毒
市民莫要食来路不明的动物肉

为防盗发动学生当协管
学校表示为了更好保护学生财产安全

少女被“忽悠”差点做了三陪
警方将其解救后送回了家

11 日上午，在胜利广场的人行道上，有一辆轿车停放在人行道上，但是旁边就有一个警示牌，上面清楚

地写着“严禁跨越黄线、占压人行道停放车辆，违者罚款 200 元”。 本报见习记者 吕增霞 摄影报道

占道

格追踪报道

自元旦起至 1 月 31 日，

广汽丰田在全国经销店范围
内开展“金兔迎新岁 广丰贺

新年”为主题的优惠活动。到

店购买广汽丰田任一车型，即

可获赠价值 500 元的新春礼

包一份；购买凯美瑞、汉兰达

或雅力士，更有机会获赠价值
4888 元纯金金兔。

在广汽丰田东营宏明胜
园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每年

春节期间都会出现一个购车

的小热潮。究其原因，一方面，

基于走亲访友、拜访客户等节

日期间的出行需求，消费者的

购车欲望增加；另一方面，春

节期间买台新车，也可以给家

庭增添不少喜庆气氛，而且春

节期间，商家推出的大量优惠

促销措施，也成为购车者出手
的好时机。另外，现在购买凯

美瑞，还更有机会获赠价值
5000 元纯金金兔。”

广汽丰田凯美瑞上市以
来，一直被誉为中高级车的标

杆，并且创造了销量 70 万的

国内最快记录。凯美瑞不仅给

驾乘者提供了舒适的乘坐体

验，在安全性上也做足了功

夫，G-book 更是让驾驶更无
后顾之忧。

凯美瑞车采用了丰田独

有的 GOA 车身技术、VSC 车
身稳定控制和 TRC 牵引力控

制系统、AFS 智能前大灯随

转系统，以及双安全气囊、侧
部安全气帘+SRS 安全气囊、

儿童座椅固定等全面的主、被

动安全装置，为凯美瑞赢得 C

-NCAP 五星安全碰撞，为车
内驾乘人员提供了更多安全

保障。

凯美瑞装载的 G-book 智

能副驾，以话务员服务等八大

服务项目，随时为驾乘者提供
便利、舒适的用车体验和安

全、安心的用车保障。无论是
想找特色餐厅，还是避开拥堵

路段，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各

种资讯和帮助。

近日，笔者从有关部门

获悉，1-12 月瑞虎以累计
订单破 10 万的销量业绩，

创造了同比增长近五成的

历史性记录。在岁末年初，

再次缔造了中系 SUV 市
场的销售奇迹。

据最新数据显示，2010

年 1-12 月，奇瑞瑞虎累计
订单 100383 辆，同比增长
42 . 6%，成为增量最高、增

速最快的 SUV 车型之一。

特别是随着 9 月份新瑞虎

车型的推出，瑞虎家族三款

产品组合发力，当月瑞虎全

系销售即破万辆，而后随着

年终销售旺季的到来，以及

受年底购置税优惠政策到

期影响，10、11 月份瑞虎销

售量更是呈现井喷式增长，

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

长 27% 和 34%。

相关负责人介绍，“瑞

虎之所以能在 2010 年创造

如此销量佳绩，一方面得益

于瑞虎卓越的性价比优势；

另一方面得益于进攻性的

并线销售策略。”据悉随着

新瑞虎的上市，瑞虎新组合

在产品和定价上走差异化

营销路线，实现瑞虎三款产
品并线销售的目标。从产品

而言，瑞虎 DR 主打欧洲品

质；瑞虎 NCV 实用、省油；

新瑞虎则更加动感、时尚，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价
格上，瑞虎 NCV 加大优惠

力度，借助钜惠 5000 元活

动将售价首次下探 7 万元

区间，在带给市场不小振动

的同时，也为自主品牌
SUV 树立了新的价值标

杆。

随着燃油价格的上调

以及购置税到期影响，国内

汽车市场目前已迎来新一

轮井喷行情，1 . 6L 及以下

排量车型成为抢购热点。有

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年底车

市的持续利好，瑞虎全系必

将迎来新一轮的销售高潮。

广汽丰田新年购车优惠
购凯美瑞赢价值 4888 元大奖

奇瑞瑞虎累计订单破 10 万
同比增长近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