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找小姐”被骗走一千多
一大学生到派出所报警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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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流行送"蟹"礼！既时
尚又健康！”昨天，泰城市民李先生在
蟹都汇擂鼓石路专卖店，边等候购买
大闸蟹礼券边告诉记者。可见，中秋节
虽然还没到，但大闸蟹礼券当作中秋
礼物早已风靡泰城。

众所周知，金秋九月，又到吃大闸
蟹的季节，蟹不仅味美，还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螃蟹具有舒筋益气、理胃消
食、通经络、散诸热、散瘀血之功效。

中秋未到，泰城蟹
都汇大闸蟹礼券却在火
爆销售中，引起消费者
的热切关注，蟹都汇专
卖店咨询电话响个不
停，前往洽谈购买的消
费者更是排起长队，大
闸蟹俨然成为今秋送礼
的最佳产品之一。

据该店负责人黄经
理介绍，自打专营店推出大闸蟹礼
券以来，每天都有市民排队来购买。
临近双节这几天，抢购电话几乎被
打“爆”了。蟹都汇本着“只为提供真
正好蟹”的宗旨，在泰城开店已有3个
年头，拥有众多新老客户。因此，每
年大闸蟹一到泰城，就会被抢购一
空。因此，不少市民为能在中秋尝到
新鲜大闸蟹，纷纷提前进店买礼券。

蟹都汇的贵宾礼券是全国联

网，实现异地提货，可在全国300多家
门店都能使用，为顾客解决了送礼
难的困扰。蟹都汇2012新版全国通用
的大闸蟹礼券正在发售，为380元，
600元,1000元，2000元等四种面值的礼
券，让顾客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根
据需要送礼人的层次选择合适面值
的礼券。花钱不多，还有品位，有档
次。特别是朋友在收到礼券时，可以
随身携带在身边，想什么时候吃就
什么时候取，不用担心螃蟹放在家
里时间长了不新鲜了，天天都可以
吃到新鲜美味的大闸蟹。

另外，阳澄湖大闸蟹名气大，但
数量有限，根本供不应求。作为全国
大闸蟹专业机构，蟹都汇，“汇聚天
下好蟹，只卖天下好蟹”保证为消费
者提供最优质的大闸蟹。关于好蟹
的标准，黄经理表示，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若没有标准则很难保证产品

质量。蟹都汇携手大闸蟹产地湖区
蟹农发布《好蟹白皮书》，蟹都汇实
施“全程可追踪系统” ，从蟹苗的
选购培养和水环境监测，蟹饵的科
学搭配，成年蟹的质量监测，至分拣
上市，都全程跟踪掌控。蟹都汇拥有
十多年螃蟹采购经验的专业团队，
层层把关，保证了上市大闸蟹的品
质。每批精品大闸蟹，是由十几年选
蟹经验的蟹师严格按照外贸标准挑
选，平均10只才选3只，不是好蟹绝不
放进门。

“蟹都汇”大闸蟹全国连锁专卖
店2010年落户泰城，短期内受到众多
消费者青睐，它不仅是业内专营品
牌，更是中国大闸蟹知名品牌。每一
只大闸蟹都凝聚了蟹都汇对消费者
高品质的承诺。中秋佳节就要到了，
给贵宾、给师友、给亲朋送礼送大闸
蟹礼券，在泰城这一近海城市更显

诚意。送大闸蟹，送的是一份健康，
一份尊重，一份传统，一份文化。

地址：擂鼓石大街与龙潭路交
叉口西300米路南，【望岳花园】门口
东侧，蟹都汇门头

抢购热线：6618558
团购热线：18653822928

蟹都“汇”好礼中秋品蟹香

买买正正宗宗大大闸闸蟹蟹

认认准准蟹蟹都都汇汇门门头头

泰泰安安仅仅此此一一家家

以以免免上上当当受受骗骗

本报泰安 9月 2 7日讯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刘小海 )

27日，泰城某高校大四学生赵某
轻信路边卖淫小广告，三次汇款
共被骗1 1 0 0元，其中5 0 0元还是
借同学的。他到派出所报案时，
知道嫖娼也是违法行为，自称想

“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原来，一周前赵某坐公交时

在一电线杆上看到一则“包养女
人”的卖淫小广告，就把号码记
下。23日晚，他回到宿舍拨通这
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声音很好
听的南方女子。对方称：她们提

供两种服务，一种是三小时1 0 0

元，还有一种是200元包夜，他选
择了第一种。

女子称他们是网络服务，先
收到钱再给他派小姐，并留下一
个银行账号，赵某到银行汇去
100元。女子又称，他们是高危职
业，要赵某保证小姐的安全，让
他再付 5 0 0元保证金。凌晨 1点
多，他又如数汇去。之后对方还
要他再拿600元的“项目费”，赵
某感觉蹊跷没再汇款。

几天后，心有不甘的赵某又
一次拨通了电话，对方称，只要

他交上600元“项目费”，小姐会
返还他5 0 0元保证金。他冒着再
次上当的风险，找同学借了5 0 0

元，凑够600给对方汇过去。谁知
对方要赵某再交1000元的“照片
费”。这时他才彻底明白是个骗
局。

赵某说到底要不要报警他
也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鼓起
勇气做了决定。民警说，被诈骗
的受害者因为嫖娼也是违法行
为而不敢报警，骗子正是利用了
受害人这一心态。提醒市民不要
轻信路边野广告。

厂家注销一年

竟敢“讲座”卖货

本报泰安9月27日讯 (记者
刘来 通讯员 王芳) 健康

讲座上向听课人推销的保健
品，出品单位竟然已经注销一
年多。27日，泰山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突击查获这样一批假
冒保健品。

27日，泰山区食药局对一健
康讲座突击检查中，发现讲课者
正推销一款降糖类保健食品“五
行糖康·净宝牌圣健元胶囊”。根
据产品的标识，产品监制单位为
北京圣天方医药科技研究院，生
产日期为2011年11月16日。

通过协查所在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该产品标示上的出品
单位“商丘市中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已经在2011年7月12日注
销。该品牌批准文号是北京圣天
方医药科技研究院持有，委托生
产企业为杭州天诚医药有限公
司，从未与商丘市中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有任何授权委托加工
生产、销售经营等任何业务往
来，并且“净宝牌圣健元胶囊”在
2011年并未生产。执法人员依法
将这批假冒保健品查获，并移交
有关部门处理。

消防有隐患

两单位临时查封

本报泰安9月27日讯(记者
刘来) 26日晚，泰安市消防部门
启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平安
消防”专项夜查行动。当晚，全市
共组织夜查小组23支，检查单位
136家，发现火灾隐患680余处，下
发责令改正通知书96份。

26日19时30分，帝苑大酒店
消防控制室内，检查人员询问酒
店安保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并要
求安保人员现场演示中控室操
作。当得知6名安保人员只有2人
有上岗证时，检查人员要求酒店
负责人对安保人员进行全员培
训。

在对陶然居泰安会馆检查
时，大厅门仅一侧出口和旋转门

可以进出。在一楼安全出口处，
也放着桌椅。该单位存在自动消
防设施擅自停用、消防控制室值
班人员不在位等火灾隐患。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
检查人员对该单位临时查封。

2 1时，检查组来到美丽汇
KTV。在KTV2楼西侧，检查组
发现安全出口锁闭，而东侧的楼
梯间不具备疏散条件。在KTV走
廊尽头的内部消火栓压力不足，
消防水带破损。KTV常闭式防火
门开启方向错误，影响疏散逃
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检
查组对该单位和部分包厢临时
查封。

房顶收拾粮食跌下

老汉院里躺了一夜

本报泰安9月27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陈佳 ) 2 6

日，宁阳一5 0岁男子房顶收拾
粮食时跌下，在院子里躺了一
夜，家人竟没发现，第二天清
晨，家人才赶紧联系救护车把
他送到医院。

2 7日上午8时3 5分，1 0 4国
道上一辆警车引领一辆急救
车快速驶过。一危重病人正在
从宁阳赶往泰安市中心医院

的路上，情况危急。岱岳区大
队 界首中 队 民 警 周 杰 、周 炜
亮、协勤温振立即驱车沿 1 0 4

国道接应。9时整，病人送达了
市中心医院。

受伤男子今年5 0岁，2 6日
晚因为下雨男子到房顶盖粮
食，失足跌下。由于夜深天黑，
家人并没有发觉一夜未归。直
到第二天清晨，才发现他在院
子里躺了一夜。

本报泰安 9月 2 7日 (记者
刘来 ) 2 6日下午，京福高速泰
安服务区附近，一辆别克商务轿
车一头扎进前方的大挂车车尾，
轿车副驾驶员当场死亡，驾驶员
和一名乘客受伤被送到医院。

26日15时左右，泰安市消防
支队特勤一中队接到报警，京福
高速泰安服务区北1公里处，一

辆轿车撞上挂车，轿车内有人被
困。特勤一中队消防队员赶到现
场看到，一辆别克商务轿车右前
方撞在大挂车车尾，右前轮卡进
挂车车底。轿车内有3人，驾驶员
和一乘客已被120急救车拉到泰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救治。副驾驶
员位置因冲撞力较大，已经严重
变形。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副驾驶

员已经死亡。
交通事故救援车赶到后，

将轿车拖离挂车。消防队员用
救援工具剪开变形驾驶室，将
副驾驶员抬出。副驾驶员尸体
拉往医院。两名男子都头部受
伤，送到医院时情况比较严重，
已经在神经外科进行了手术，
目前病情稳定。

商务车钻进卡车车尾
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两人头部受伤住院

严重变形的事故车辆。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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