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脑国药“生脉丸”
免费发放

血栓斑块阻塞是造成心脑血管三高一
难(高致残，高复发，高死亡，难以治愈)的根
本原因，传统药物治疗心脑血管的方法，主
要是采用溶栓，或者活血化瘀，扩张血管，基
本上哪里堵了就通哪里，堵了就通，通了再
堵，长期下去，血管扩张久了，血管变脆，弹
性差，管壁变薄，这样的血管一刺激，一收
缩，就破裂，极易发生心肌缺血，心肌梗塞，
脑溢血，脑梗塞，严重者危及生命。

心脑血管特效国药在北京问世！溶栓能
力超越以往常规药物20倍，可迅速化开全身
心脑动脉血栓。

“2012年3月，由世界心脏病联盟与中国
心脏病名老中医协会共同举办的‘生心脉与
中医心脏病治疗”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
全国救心联盟 (WLA )与中华心脑基金会
(CERF)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全国心脑医学领
域的27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围绕“国家最近
心脑研发成果——— 冠心生脉丸”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特效国药“冠心生脉丸”生心
脉，通心阳效果堪称一绝。该药首次实现了

“破核溶栓”，即从血栓内部瓦解清除，药效
超越了常规西药治疗20倍。“治心必先生脉，
脉生心疾痊愈”不但从根本上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而且可以免支架、免搭桥。能迅速打通
血脑屏障，清血脂、溶血栓 ,激活受损和衰竭
的心肌细胞,打通栓塞的脑动脉,使血液循环
畅顺；另外它还能清除血液、毒素、垃圾，净
化血液、具有降低血液黏度抗拴抗动脉硬
化，恢复血管弹性和韧性等作用。让患者摆
脱药物依赖，正常生活。

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冠心生脉丸”
是目前真正能让心脑血管病走向康复的特
效国药，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应用，让
更多患者摆脱心脑疾病的危害！

本市1500名首批使用者反映明显，症状
彻底消失，生活恢复自理，免除支架搭桥。免

费申领活动正在全国掀起高潮。
“冠心病才吃第9天，心不慌了，身上有

劲了！”
“心绞痛八年，吃60天心率就正常了！”
“头不晕，脚不麻，房颤，心悸也没了！”
大部分高血压、冠心病人服用1盒就显

效，这是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例如：一位76

岁的老人，患有“脑萎缩、双下肢重度动脉硬
化和慢性心力衰竭”，服用第9天就出现变
化，记忆力开始恢复；服用60天，血压、血脂
和心率完全恢复正常！

经北京阜外医院、上海长征医院等多家
三甲医院临床验证：

服用冠心生脉丸3天：头晕头疼、心慌、
胸闷气短等症状明显减轻，血液开始净化。

10天：手脚麻木、心跳加速、头晕耳鸣等
显著改善，心绞痛发作减少，三高、脑梗症状
逐渐消失，心跳平稳有力，血栓分解变小；

2—3个周期：房颤、早博等症消失，心脏
不痛不闷不憋气、脑梗塞症状消失，精力充
沛睡眠好，患者能做体力劳动，多年的血栓
彻底清除，心脑病彻底治愈。

公 告
为了解决广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痛

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心脑国药冠心生脉
丸，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厂家拿出1000

万元的产品免费赠送部分重症心脑血管病
患者，让患者治病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此次免费发放、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
限，时间较短，每人限领3疗程，患者只需承
担相关税费及物流费，即可用上这种治疗心
脑血管病的新药。

望广大新老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抓紧报
名免费领取，报名热线400-0050-228，
绝对真实，绝对可靠，如与上述不符，愿承担
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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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业业为为清清理理僵僵尸尸车车出出““奇奇招招””
报警谎称在小区内发现盗抢车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于飞)

近日，牟平区一小区的物业工
作人员报警称，在自己小区内发
现了一辆疑似盗抢车辆，希望民
警立即展开调查，系山边防派出
所的民警接警后，赶到了现场，
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是这辆车
长期占据小区的停车位，物业工
作人员找不到车主，才想了这么
一招，让民警来找车主。

27日上午，系山边防派出所
的民警接到了牟平一小区物业
办公室的报警电话，对方称在小

区内发现了一辆疑似盗抢车辆，
希望民警能尽快调查，尽早找到
车主。接到报警后，民警便赶到
了现场，在小区里看到一辆黑色
轿车，停在小区内的停车位上，
车里布满尘土，好像很久没有开
过的样子，但是车本身并不旧。
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觉
得这辆车不对劲，停了很长时间
没有人理，也找不到车主，可能
是辆盗抢车，让民警赶紧调查一
下。

系山边防派出所的民警经

过调查，并没有找到关于这辆车
的报警记录，那物业凭什么断定
是盗抢车，有什么线索呢？面对
民警的询问，物业工作人员才承
认，他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就是
这辆车长时间停在小区内，占据
了停车位，但是又找不到车主，
影响小区的业主停车，所以才想
到报警，谎称发现了盗抢车，想
引起民警的注意，让民警来协助
寻找失主。

物业的工作人员自认为自
己很“机智”，民警一旦介入，肯

定就能找到车主，光顾沾沾自
喜，却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属于
报假警，很可能受到法律的制
裁。因为这辆车并不属于盗抢
车，民警也无法展开行动，便让
物业工作人员联系交警部门寻
找车主。对于物业工作人员报假
警的行为，民警不予追究，只是
进行了口头批评教育。

系山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告
诉记者，物业工作人员自认为

“机智”的做法，属于报假警，可
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在实

际工作中，如果报假警没有造成
严重后果的，警方一般不予追究
责任，但是如果报假警，导致警
方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会追究
报警人的责任，可依法对其进行
拘留处罚。

民警告诉记者，在实际工作
中，报假警的案例并不是很多，
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反复拨打
报警电话，但并没有报警的需
求，只是跟接线员闲聊，这种情
况，如果情节恶劣，恶意占用公
共资源，也将面临拘留处罚。

粗粗心心游游客客丢丢东东西西，，热热心心老老板板替替他他急急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孔雨童)
26日，市区一名60岁的退休老干部

章先生在家中装修门窗时，不慎被电
锯转动的锯齿将面部划开一个长20多
厘米的大口子，右眼面临失明。

“伤者来的时候满脸是血，只有一
点残存的意识。”毓璜顶医院口腔科医
生邢达源介绍说，这名被家属送来的
60岁老人此前在家中装修门窗，但是

不知是电锯碰到坚硬的地方反弹还是
其他原因造成突然失控，锯齿从老人
的右嘴角一直划到右眼，鲜血四溅，伤
口长达20多厘米，此外面部多处骨折。

据介绍，老人入院后，毓璜顶医院
的眼科和口腔科医生立即联合投入手
术。2个多小时的清创和缝合之后，伤
情才基本稳定。但是由于右眼创伤太
过严重，已经面临失明。

装装修修门门窗窗，，退退休休老老人人被被电电锯锯““破破相相””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大鹏
实习生 张艳艳) 28日，在牟平区养
马岛经营渔家乐的贾女士来电说，自
己捡到一位青岛游客落下的驾驶证、
银行卡和身份证。她经过多方打听无
果，便想到通过本报寻找失主。

贾女士说，四天前她收拾渔家乐
房间时，发现了一位旅客遗留的驾照、
银行卡和身份证，根据身份证上的信
息，她得知失主叫张健，家住山东省平
度市东阁街道办事处丰山洼村5号。通
过这些线索，贾女士先后联系了多家

旅行社，却没有任何音讯。她也尝试把
张健的东西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寄回
他的家里，但是，她没有张健的联系方
式，邮局拒绝收件。贾女士也不断地向
来这儿的游客打听张健的消息，也没
有得到结果，她便想到通过本报寻找
失主。

随后记者联系到青岛平度市东阁
街道办事处，经过多方打听与张健本
人取得联系。由于张健现在已经不在
烟台市，贾女士说自己会尽快把张健
的东西寄到青岛。

哥哥哥哥冒冒弟弟之之名名办办卡卡恶恶意意透透支支
用于偿还个人贷款，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银行监管不严格

重数量轻审查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张琪 通
讯员 姜勇飞 徐忠) 蓬莱的迟某
某冒充其弟之名办理了一张信用卡，
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条件下，恶意
透支、套现，本息共计14多万元，催款
无果的情况下，发卡行选择了报案。经
查实，迟某某还在另一家银行办理信
用卡并恶意透支20多万元。6月，迟某
某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2014年11月14日9时许，蓬莱某银
行工作人员到蓬莱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报案称，蓬莱市民迟某于2012年9月在
该行办理信用卡一张，截止到2014年
10月15日，该卡已透支本金12多万元，
利息2万多元，本息共计14多万元。经
该行多次催收，迟某拒不归还欠款。

接案后，民警对该行提供的迟某
办卡资料、欠款明细、催收记录等进行
了详细查证。当日，民警拨打迟某办卡
所留的联系电话，对方称其系卡主迟

某的亲哥哥迟某某，该卡透支是自己
所为，其弟迟某并不知情。

迟某某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以
2011年在蓬莱市B银行的贷款(迟某为
担保人)需要年审为理由，骗得迟某身
份证后冒用迟某的身份在A银行骗领
信用卡，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
下进行恶意透支、套现；经银行多次催
收，至今仍不归还的犯罪事实；当日，
犯罪嫌疑人迟某某被刑事拘留。

经审讯，迟某某又交代了以同
样的理由骗取了张某某 (同为 2 0 1 1

年贷款担保人 )的身份证，冒用迟
某、张某某的身份在C银行骗领信
用卡两张并恶意透支20多万元的犯
罪事实。

2014年12月25日，犯罪嫌疑人迟某
某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蓬莱市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2015年6月，迟某某
已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年轻女子南大街疑似翻护栏被撞

27日晚8时30分许，在市区南大街振
华国际门前路段，一名女子在中央护栏
位置被一辆小型面包车撞倒后躺在了路
中间不能动弹。事发后，交警一大队民警
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120急救车
也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交警一

大队民警介绍，由于伤者正处于昏迷状
态，目前无法确定其当时为何会在有中
央护栏的马路中间。根据现场勘验初步
判断，该名女子当时可能是在翻越中央
隔离护栏。

通讯员 全福 先媛 记者 柳斌

据办案民警介绍，信用卡诈骗案
件多发，与银行在卡片申领、管理环
节的监管不严格有很大关系。银行工
作任务多，造成工作人员压力较大。
在办理信用卡的审批过程中，很多情
况下都是“来者不拒”，给恶意透支创
造了条件。

另外，按照银行系统规定，银行工
作人员必须履行“三亲见”才能申领出
银行卡，而迟某某系本人到发卡行冒
充迟某、张某某二人签字，其本人与迟
某、张某某容貌相差较大，但最终还是
通过了发卡行的审查骗领到信用卡。

案外之音

信用卡提额程序太简单。迟
某某骗领信用卡后，用申请办卡
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拨打客服电
话就可以轻松提额至15万，倘若
发卡行能够对迟某某的家庭经
济状况、偿还能力等进行细致调
查，就完全可以避免如此大的经
济损失。

部分POS机商户涉嫌非法
经营。迟某某骗领到信用卡后，
通过非法套现套取现金用以偿
还其个人借款等。

提额只需一个电话

部分商户涉嫌非法经营

女子
马路中间
被撞，面
包车玻璃
撞碎。
通讯员供
图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