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平时多吃这些食物，长寿就会变得简单

重阳节，各地的一大拨长寿明星被报道出来，这些长寿明星除了遗传因素和性格因素外，多数
还和平时的“长寿饮食”有关。

长寿饮食？是不是需要一些特别精致的食品，或者是价值高的营养品和保健品啊？非也。其实
许多日常食品，就是非常好的益健康益长寿的食品，花钱并不多。比方说用玉米做主食就比用细粮
做主食更益于长寿，这样算来，想长寿不仅不用多花钱，还会比过去节省呢！今天小编推荐的这篇
文章，为大家总结了10种益于长寿且又很廉价的食品，以后不用再吃什么补品，想长寿原本就比较
简单。

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微信页面右上角头
像, 再点击“查看历史消息”，还可以看到以前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记者
陈玮） 群众不用跑腿，在网上就
可以提交信访件。21日，记者从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我省建成了山东省信访信息系
统，集中整合、改造、完善了各级信
访部门的网上信访受理平台。通过
浏览器搜索“山东省网上信访”或
输入“sdxfi.gov.cn”即可网上信访。信
访事项办结率、满意率低的相关负
责人将被约谈。

据了解，山东省信访信息系统
今年初已与国家局的信访信息系
统成功对接。今年以来，我省集中
改造、完善了各级信访部门的网上
信访受理平台，在全省构建起依托
山东省信访信息系统的网上信访
受理平台体系。该体系包含 1个省
级平台、17个市级平台和137个县级
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和数据共
享。信访人通过网上信访受理平台
提交信访事项后，相关数据会立即
转入山东省信访信息系统中，进入
相应信访部门的个人工作台，工作
人员对信访人提交的信访件进行
网上登记，之后即可进行转送、交
办等工作办理。

信访部门和责任单位的所有
办理环节，信访人都能在网上看得
清清楚楚，还可以对信访部门和责
任单位的工作情况分别作出满意、
基本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对信访
事项办结率低、满意率低、工作被
动的地方，由省委、省政府同志约
谈其负责人。

信访不跑腿

上网就能办

新华社济南10月２1日电（记者
周科） 记者从山东航空公司获

悉，该公司于10月25日起增加济南、
青岛始发前往普吉岛，厦门始发前
往曼谷的３条国际航线。

其中济南－长沙－普吉，由波
音737—800型飞机执飞，每日一班，
19：45从济南起飞，22：00到达长沙，
23：25从长沙起飞，4：00到达普吉；
5：00从普吉起飞，9：50到达长沙，
11：05从长沙起飞，12：55到达济南。
青岛－厦门－普吉航班，由波音
737—800型飞机执飞，每日一班，
19：45从青岛起飞，23：05到达厦门，
23：55从厦门起飞，05：00到达普吉；
06：00从普吉起飞，09：40到达厦门，
11：20从厦门起飞，13：50到达青岛。

山航25日起增

三条国际航线

iiPPhhoonnee莫莫名名锁锁定定，，想想解解锁锁被被索索千千元元
原来是因为注册邮箱密码泄露，可联系客服通过两种途径找回

电电子子秤秤能能通通过过小小数数点点坑坑钱钱？？很很难难
专业人士：只有做了手脚的“鬼秤”才会“偷”你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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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21日讯（记者
宋磊） 20日，临沂经满洲里口岸至
德国汉堡的国际货运快速班列成
功开行，这也是临沂开行的首趟国
际货运快速班列，今后临沂的小商
品通过该条货物班线，仅需20天就
可以跨越两大洲万余公里的路程，
抵达德国汉堡。

据了解，作为江北最大的小商
品集散基地，临沂与中国北部最大
的陆运口岸城市满洲里间的货物
交易量逐年增加。这趟“定时、定
线、定点、定价”开行的班列，有效
解决了临沂北去货物受气候影响
大、运行速度慢、运输成本高等物
流运输核心问题，将物流周转的时
间成本压缩了三分之一，提升了临
沂商品进出亚欧各国的竞争力。

临沂开行首趟

国际货运快速班列

手机还在手里

却被人锁定

21日凌晨，济南市民刘先
生正在玩着自己的苹果5S手
机，手机突然重启了一次，再
开机后屏幕上显示“Apple ID
已锁定，若要解锁，必须验证
身份”。“我当时也没多想，就
点击了屏幕上的解锁账户，并
且输入了用户名密码。”刘先
生说，输入用户名密码后，他
的手机却无法操作了，上面显
示着此设备已锁，解锁的话需
要联系一个QQ号，下面还带
着一个序号。

21日下午，记者按照刘先
生屏幕上留下的QQ号与对方

取得了联系。对方表示自己并
非苹果客服，要求记者提供屏
幕上的序号。当记者询问如何
才能解锁时，对方表示，解锁
费用600元。

市民张先生也遇到这种
情况，不同的是，对方向他索
要1000元。

被锁账号根源

都出在注册邮箱上

21日，记者搜索几大手机
论坛，像这种被锁定的求助一
直都有，被索要的金额也从二
三百元到几千元不等。21日，
苹果客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些手机被锁定的根源出
在注册邮箱上。

该工作人员表示，锁定手
机的人在获取了邮箱信息之
后，如果这一邮箱为注册苹果
ID的邮箱，则可以使用忘记密
码，通过邮件重置密码的方
式，改变苹果ID密码，通常在
这一过程中，邮箱的密码也会
被重置。随后，对方可使用重
置过的苹果ID，打开“查找我
的iPhone”，开启丢失模式，锁
定手机并且向机主敲钱。

客服：不要轻易汇

款，两种方式可解锁

在手机被锁定近两天之
后，张先生通过苹果客服的帮
助找回了ID及密码，给手机解
了锁，但手机里的照片等信息

却全都没有了。“找回的时候
需要我回答当时注册账号时
设定的三个问题，还好我都记
住了，要是记不住可麻烦了。”
张先生表示。

而对于注册时的三个问
题，刘先生却记不太清了。苹果
工作人员表示，像刘先生这种
情况，可以通过发票、手机包
装、保修卡等信息找回，同时还
需要提供对方索要钱财的截
屏，将这些通过邮件发送给苹
果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审核后
为用户找回账号信息。

同时，苹果的工作人员提
醒说，平时用户要注意保存自
己的邮箱信息，如果有泄露的
风险，要及时对密码以及密码
保护问题进行修改。

探路

苹果手机还在自己手里，却突然被锁定，无法使用任何功能。按照手机屏幕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对
方，对方称如果要解锁，得付几百到上千元不等。这两天，不少市民都遇到这种“怪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电子秤单价少输两个小数点，商家就能多赚钱？”近日，微信朋友圈、QQ好友圈上的一个帖子称，电子秤存在
一个“惊人秘密”，商家在电子秤单价栏里分别输入绝对值相等的整数和带小数点的数字时，计算出的价格大不相
同。整数单价会让市民多掏钱，这种说法是真的吗？本报实验和专家分析将为您揭开答案。

本报记者 王龙

网传：

多输小数点，

电子秤价格会减少

记者在网帖中看到：一市
民到市场买鱼，选好鱼，老板
扔到电子秤上称重，输入价格

“22”，显示价格为“9”元；该市
民要求老板在价格栏里输入

“22 . 0”，显示价格为“8 . 4”元；
输入价格“22 . 00”，显示价格

“8 . 33”元。帖子称电子秤默认
3种单价形式分别表示计算结
果保留整数、保留一位小数和
保留两位小数，即使计算结果
是“8 . 321元”，电子秤会自动
将金额显示为“8 . 33”元，这与
大家熟知的“四舍五入”不一
样。帖子认为电子秤中分别输
入整数和带小数位的相同单
价，计算结果不同，商家有可
能通过少输小数点获利。

实验：

正规电子秤调小数点，

对价格影响很小

实验一：记者在东营辽河
市场蔬菜销售区随意选了一
家，购买了5个西红柿，商家标
注单价为6元/千克，称重后重
量为0 . 825千克，商家共收了5
元钱。随后记者来到辽河市场
电子公平秤处，将原本的5个
西红柿放到电子公平秤上，在
单价上输入0 . 60元/千克，最

后金额为0 . 50元，也就是5元
钱。记者将价格调整为6 . 00元
/千克，电子显示屏上最终出
现的金额是4 . 95元。这样前前
后后差了5分钱，值得一提的
是记者在单价栏输入整数“6”
或者“6 . 00”时，电子秤上都是
显示为“6 . 00”。

实验二：记者随手将手机
放到电子秤上，并在单价处输
入5 . 00元/千克，金额则显示
为0 . 68元。记者又重新在单价
处输入0 . 50元/千克，最后金
额为0 . 07元，两次实验也出现
了不同。

经过多次实验，记者发
现，当电子秤的数字缩小到原
来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时，
误差可能在0 . 01元至0 . 5元，
误差并不大，而且根据“四舍

五入”规则，并非每次都是显
示金额大于实际金额，有时显
示金额会小于实际金额，造成
商家少收的情形。

专家：

做了手脚的违规秤，

会使商户多赚点钱

东营市计量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经过正规检验的电
子秤，在缩位计算方式上都是
以四舍五入为准的，就是说电
子秤的小数点后面显示两位，
当计算出的金额超过两位时，
第3位就会采用四舍五入的计
算方法，如0 . 154显示为0 . 15，
0 . 155则显示为0 . 16，这样，一
般情况下顶多有5分钱的差

距，商户是沾光还是吃亏很难
说。

对于网传的坑人电子秤，
计量所专业人员称，也不排除
有个别被动了手脚的秤存在
逢一进十的情况，也就是小
数点后第三位只要不是0，都
会入到前面，如0 . 151也会进
成0 . 16。这样商户每次都会
沾零钱的便宜，最高可达到9
分。如果商户再有意把金额
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后，
最后再乘以10，就可以最多
赚到9角钱，也就是类似网传
的那种情况。根据有关规定，
这种逢一进十的秤和故意将
数 字 缩 小 的 做 法 都 是 违 规
的，质监部门对此可给予违规
者五百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
罚款。

单价输入0 . 60

元 /千克，金额为
0 . 50元，再乘以10

为 5元。单价输入
6 . 00元/千克，金额
是4 . 95元，两次价
格仅差5分钱。本报
记者 郑美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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