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花三三千千多多没没治治好好腰腰突突还还浑浑身身发发痒痒
买上门推销的药，一女士没发票维权犯难

2015年“好客山东·森林旅
游”年票自发行以来，受到全省
驴友的热烈欢迎，只需96元购买
一本森林年票，即可畅游省内60

个景区，这样的优惠已经来到泰
安。

随着春天的到来，天气逐渐
变暖，很多市民都想在这个春季
选择外出旅游踏春，去享受春天
的气息，年轻的俊男靓女们更是
希望在这莺飞燕舞的季节牵手
那个TA，感受春的气息。但高昂
的门票费用是大家不得不考虑
的现实问题。在泰城某高校就读
的大学生小陈告诉记者：“景区
门票价格太贵，说走就走的旅行
实在吃不消。”

省内最优惠的2015年“好客
山东·森林旅游”年票正是工薪

族、学生党旅游的必选，据了解，
森林年票一共确定60家景区，总
票价2974元，其中森林公园有26

家，5A级的景区包括蒙阴蒙山、
平邑蒙山、临朐沂山等。

“年票很合算呀，光在泰安
游览都够本。”买到两本森林年
票的王女士说，根据记者了解，
泰安牛山国家森林公园门票价
格25元、泰安昆山森林公园门票

价格50元、泰安徂徕山国家森林
公园门票价格50元、泰安泰山啤
酒生肖乐园门票价格60元，加起
来共185元，而森林年票在泰安
售价96元/本，即使购买年票后
只游览泰安的4家景区，仍可节
省门票费用89元，确实优惠幅度
空前。

带上心爱的TA一起出发
吧，六十家美丽景区等着您！现
在通过本报微信渠道购买森林
年票，还可享受返现金优惠，详
见本报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号：
qlwbjrts)每日推送，同时，为方便
市民订购，凡市区市民购票，均
可享受送票上门服务！

购买森林年票方式：1 .微信
订购：关注齐鲁晚报《今日泰山》
微信公众号(微信号：qlwbjrts)→

在页面下方导航区点击“读者服
务”→找到“森林年票”点击进
入，按提示要求操作即可。

2 .扫码订购：扫描下方二维
码，直接进入订购窗口订购。

3 .电话订购：拨打 0 5 3 8—
6982110，向工作人员咨询订购。

带带上上心心爱爱的的TTAA畅畅游游省省内内六六十十家家美美丽丽景景区区
96元一本森林年票，微信订购还可返现金

扫描此二维码直接进入订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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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邓金易) 上门推销的药不但

没有治好腰椎间盘突出，市民林
女士吃了还浑身发痒，但是因为
没有发票，维权成了难题……3
月14日，2015年泰安市“3 . 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在泰
安中百大厦前广场举办。活动
中，各部门设立志愿服务站，向
消费者传授识假辩假经验，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咨询。

在活动现场，14日上午9点，
泰山区工商局、区质监局、区物
价分局、区食药局、区卫生局(疾
控中心)、区公安分局、区消防大
队还分别设立了宣传服务台，每
个部门的摊位上摆放着各种假
货和真货，不时有市民停下脚步
现场咨询。同时，还向市民介绍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市民林女士一大早就来到
活动现场，说自己买了两个疗程
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药，但使
用后并没有达到效果，而且自己
身上还起了不少小红点。

“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
病，几个月前有个小伙子上门推
销药，我听他说得挺是那么回事
儿，还承诺我两个疗程就能治
好。我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也
想吃这个药试试看，花了3000块
卖药，结果吃了一个疗程之后，
就浑身痒痒，腰椎间盘突出也一
点都没好。”林女士说。她希望能
找到卖药人，将药款退给她。

针对林女士的问题，区工
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消
费者购买保健品时，要分清标
识。保健食品标识为“食健字”
药品的标识为“药准字”。而对
于上门推销、“咨询义诊”的人
员也要提高警惕。

“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老人
防范心理比较差的弱点，哄骗
老人，很多老人都会为此上当。
以后再购买药品时，一定要到
有营业执照的正规销售商家购
买，同时要保存好消费凭证，以
便事后维权。”工商局的相关工
作人员说。

但鉴于林女士当时并未拿

到发票，现在很难进行取证工
作，也无法确定该药品的生产、
经营地点。

赵女士向公安局的相关工
作人员学习了如何辨识真假币。

“我今年刚开个小卖部，干了3个
月，收到过4回假钱，虽然大体上
知道怎么认假币，但还是防不住
有些‘高仿’假币。”工作人员耐
心向赵女士展示了多种假币，并
且传授了赵女士辨识假币的方
法。赵女士说，学到这一招，以后
做买卖就不怕吃亏了。

此外，泰城公共服务类企
业及名优企业还在展区做了商
品展示和宣传。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邓金易) 14日，在3·15维权

活动的现场，一位市民称，自己
买到疑似“傍名牌”的“六仁核
桃”饮品。工商局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此饮品的行为属“傍名
牌”，但该产品产地在枣庄，应
向当地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14日上午，市民卢先生在
活动现场咨询，称自己前一段
时间走亲戚，买了些礼品。因为
有“六个核桃”饮品比较出名，
购买后，却发现自己买了名为

“六仁核桃”的饮品。
卢先生说，并非是自己一

时大意，而是“六仁核桃”该产
品除了品名不同，画面中的代
言人脸部被处理成他人的脸
部，包装几乎一模一样。“我当
时买的时候着急，因为包装太
像了，都没仔细看就买了。到了
亲戚家，才发现自己买错了。”

根据卢先生提供的照片，
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在该
产品的品名中，并未发现注册
商标的标志。“该商品的行为是
模仿著名商标，使消费者误认
为是著名商标而购买，这种行

为本身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最后，工商局工作人员表

示，因为“六仁核桃”的产地在
枣庄，因为属地管理的原因，卢
先生可以向枣庄市的工商部门
进行投诉。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陈新 ) 信用卡被盗刷怎么

办？取款遇到假币怎么办？这些
金融消费知识和居民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但是还有不少人不
很清楚。15日，岱西社区联合银
行工作人员开展“3·15”金融消
费维权宣传，向居民普及金融
消费知识，教给居民如何保障
金融消费权益。

15日上午，岱西社区岱西
广场热闹非凡，社区联合银行
工作人员在此开展了“3·15”宣
传活动,向居民发放“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小册子，讲解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知识。

“我在银行存取款的时候，
遇到假币怎么办？”居民王大妈
向银行工作人员咨询，工作人
员介绍，存钱时一旦发现假币
将会被银行收缴，居民可以拨
打110报警，说明假币来源。在
银行自助取款机取款时一旦发

现假币，应及时联系银行。“像
这种情况在前几年的其他地方
确实发生过，但也很少见，为了
避免消费者权益受损，根据国
家银监会要求，目前所有银行
的自助取款机都配备了识别钱
币冠字号功能，钱币是否是出
自该取款机，一查便知，可以保
证发生类似情况以后不出现纠
纷。”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发现我的信用卡被
盗 刷 了 怎 么 办 ？”居 民 小 张
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应立
即致电银行客服冻结信用卡，
根据银行对此情况给出的答
复和指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先保留信用卡在自己手里
被盗刷的证据，之后拨打110
进行报警。

“购买理财产品有风险，不
要盲目相信宣传，增强法律意
识，远离非法集资和洗钱活
动。”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近期，泰安联通组织专项团
队，走进泰城各大小区，对原有
AD宽带网络实施光纤化改造，
升级网络系统，提高上网速率和
质量，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目前，泰城有些小区，特别
是些建成较早的老小区，大部
分是通过电话线加装调制设备
(建成AD宽带)实现上网，速率
在4M左右，而且线路老化，已
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市民对视
频等高速信息传输的需求。根
据国家及市委、市政府推进“宽
带中国”的部署，泰安联通公司
经过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对全
市城区及乡镇原电缆接入区域
实施光纤化改造。据联通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改造后，宽带速
度可提到10M，一条光纤可同
时“上网、看电视、打电话”，实

现“三网合一”。
在岱道庵回迁楼居住的徐

先生，平时经常使用电脑上网，
“我比较喜欢上网玩游戏，媳妇
喜欢淘宝购物，上中学的儿子
也经常需要查资料，可以说一
天也离不了网络。”徐先生对记
者说。听说联通来小区进行升
级，徐先生立即与现场的客户
经理联系，办理了手续。“升级
后的网络的确快多了，而且装
了个路由器，媳妇整天用手机
购物也不走流量了，太方便
了。”徐先生兴奋地说。

据联通的工作人员介绍，
下一步，他们还将有计划地走
入其它光纤施工完毕的小区，
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光纤化
改造，将我市建成全光市。

(邓金易 高为民)

万一信用卡被盗刷
先存证据再报警

““六六个个核核桃桃””变变““六六仁仁核核桃桃””
区工商局：应向产品产地工商部门投诉

泰安联通宽带网络全面升级
光纤入户现场办理进小区

联通的
工作人员进
社区为居民
介 绍 光 宽
带，并现场
办理业务。

本报通讯
员 摄

“六仁核桃”，包装跟“六个核桃”十分相像。 市民供图

在14日的维权活动上，市民在泰山区公安局工作人员的讲解
下，辨识假币。 本报记者 邓金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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