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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体验还能领奖品？
小心被骗！

市场监管局：该代理商扰乱市场秩序还涉嫌虚假宣传
近日，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双山街道育才路南段一电子产品公司在某酒店内开设健康产
品推广共享会，每天早上5 点半左右，会聚集很多老年人到现场听课并以交钱三日返还本金与礼品
的形式赢取老年人的信任。市场监督管理局因扰乱市场秩序和涉嫌虚假宣传，勒令该产品推广共享
会停止授课，并现场监督代理商返还听课老人上交的费用。

交警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拦截重型汽车。

一 天 查 处 2 4 辆“ 黑 烟 ”车
章丘区交警大队集中整治重型柴油货车

执法人员盘查推广会现场物品。

本报记者 石剑芳
实习生 张晓璐

交上100 元到4600 元
就能领各种礼品
16 日早上5 点左右，记者跟随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到达育才路某酒店附近，不少老人或
骑电动车或步行向该酒店聚集，门口一年轻女
子检查出入老人的“凭证”。
“我去听课还能体验理疗仪，交上钱就能领
礼品，过两天钱还原封不动地返还给我，最开始
的时候是交100 元领鸡蛋、面条这样的小礼品，
现在交到 2300 元了，就能领理疗枕、理疗床垫
啥的，可值了。”一位要去听课的老人告诉记者。
据爆料人介绍，这个所谓的“健康产业科研
成果推广共享会”从8 月5 日开始推广活动，打
着推广一款名为“量子光波仪”的名义，招揽老
年人到现场听课。每天早上5 点半开始讲课，门
口有人接应，交了钱的会发一个会员证，有证就
可以入场听课。同时，该推广会还让老人缴纳一
部分现金后免费体验产品并且赠送礼品，几天
后再将老人的钱原额返还，随着推广会的产品
越来越贵，老人需要缴纳的金额也逐渐增加。
爆料人表示，
“ 据我了解有些老人已经缴纳
了 4600 元了，就是为了能多领礼品。父母辛辛
苦苦攒点钱不容易，万一推广会的负责人卷钱
跑路了，这些老人怎么办？”

推广“量子光波仪”是幌子
现场却在推广貔貅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酒店门口接应人员
立即拒绝接受听课老人递上的 100 元。会场内
有20 余名老人在听课，
会场的横幅写着
“2017年
大型健康产业科研成果推广共享会”，而投影仪
的屏幕上却显示着
“貔貅”
的介绍，
桌面上也摆放
着一套貔貅的工艺品，
“ 量子光波仪”被闲置一
旁，
赠送的小礼品也在讲台下方一个纸箱内。
随后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拿出执法证明

葛相关链接

后，
“ 讲师”宣称自己在推广正规的理疗产品，有
合法的营业执照。随后一名自称产品代理人的
女士拿出了营业执照，并表示自己有合法程序
正在从事正当推广营销业务。
“ 虽然你有营业执
照，但是它仅局限于你的量子光波仪，现场你在
推销貔貅工艺品，而且还以返还礼品和现金的
理由收取老年人的现金，以上几条说明你已经
涉嫌扰乱市场秩序。”执法人员现场令该代理商
返还所有老人的现金。
据了解，现场22 位老人中大部分交了2300
元，其中有3 位老人上交金额高达4600 元。执法
人员对现场的老人进行劝说，拿到钱后的老人
却不买账，多次强调该代理商并没有欺骗自己，
更有甚者不愿意离开现场，想领一套貔貅工艺
品再走。

市场监督管理局：
老年人应理性消费，莫贪小便宜
在对该量子光波仪检验报告核查中，执法
人员发现该量子光波仪并不像产品外包装宣传
的适用于风湿骨病、肌肉疼痛、亚健康养生等功
能，该仪器却通用家用电器的检验依据，说明该
产品并不属于医疗器材一类，这与该推广会宣
传该产品“养生保健 健康生活”的功能不符，
所以该代理商还涉嫌虚假宣传。随后，执法人员
依据扰乱市场秩序和涉嫌虚假宣传，现场勒令
该代理商将横幅撤走，将活动物品全部清出酒
店，并要求该代理商不再开展此类活动。
据执法人员介绍，这些商家就是利用老人
爱贪小便宜的心态，用免费赠送产品来吸引他
们，然后给他们讲课，让他们逐步产生信任感，
等到金额越交越多，领的礼品也越来越多，代理
商可能会借此要求老人购买高价产品，不然不
予退还上交费用。
针对此类现象，
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提醒广
大群众，
不要贪图小便宜，
要理性消费，
以免上当受
骗。
下一步，
该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对违规宣传产品
功效、
误导欺诈、
欺骗消费者等违法行为开展综合
执法行动，
并加大宣传力度，
深入治理，
严惩违法行
为，
为市民营造和谐的市场氛围。

免费体验猫腻多

2017 年7 月17 日，在石家庄无极县某大酒店，有一伙人以听课赠送礼品的名义，诱骗附近300 余
名老年人缴纳押金，押金到手后陆续携款逃离酒店，不知所踪，涉案金额30 余万元。
无独有偶，2016 年7 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朱婆婆听说杨家厂镇有人做产品推广,去现场听
课交押金后就能领礼品而且隔日退还。朱婆婆掏1800 元购买“包治百病”的驼绒被后，次日去退款现
场却是人去楼空。
早在2016 年1 月，章丘也出现此类情况。一老年网组织老年人听课，并利用向到会老人赠送礼
品等方式发展会员，忽悠老人花几千元到几万元办理会员卡购买保健品，并宣传交钱后可以返钱。
听课过程中，告诉老年人只要交纳100 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礼品，第二天，如果继续参加活动，所
交的100 元退还，礼物并不收回，而只要再交200 元，还可以得到更好的礼品，且所交的200 元第三天
也如数奉还。以此类推，一天一天地递增交钱数额，第二天又原额退还，而到手的礼品都是自己的。
但到了最后一天，主办方却通知不退钱了，所交的钱变成了几盒保健品。
同时2015 年8 月，泰安人王某在滕州市推销某保健品时以此方式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并以出售
每套价格为2990 元的某保健品为名，骗取多名老年人共计2 万余元。当被骗老人要求退货时，王某
收回保健品后不仅不退货款，还逃离滕州失去联系。

本报8 月17 日讯（记者 石
剑芳 实习生 张晓璐） 8 月
15 日，章丘区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组织开展重型柴油货车集中
整治行动，严查“冒黑烟”等不
符合排放标准重型柴油货车上
道路行驶交通违法行为，严查
不符合排放标准重型柴油货车
进入限行区域。此次行动，共查
处不符合排放标准重点柴油货
车24 辆。
章丘区交警大队按照《不
符合排放标准重型柴油货车集
中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部署，提
前分析研判不符合排放标准重
型柴油货车运行规律，对重型
柴油货车主要通行的重点路段
和重点时段进行重点监控，通
过加强路巡路查和设置执法执
勤点，结合开展货车超载超限
专项治理，加强对不符合排放
标准重型柴油货车路面交通违

法行为的现场查处。
针对现场查处的不符合排
放标准重型柴油货车，落实“多
方 处 罚 ”措 施 ，并 责 令 限 期 整
改；重点查处达到强制报废标
准的重型柴油货车以及逾期未
检验柴油车，对达到报废标准
车辆一律强制报废，逾期未检
验的一律依法处罚、限期检验。
据了解，此次行动除了严
查不符合排放标准重型柴油货
车，同时也展开严查危化品运
输车辆交通违法，重点查处超
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准驾
车型不符、伪造变造牌证等严
重交通违法，对查处的交通违
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罚。此次行
动共查处不符合排放标准重点
柴油货车24 辆，查处不符合排
放标准进入限行区域重型柴油
货 车 4 辆 ，查 处 危 化 品 运 输 车
辆交通违法行为2 起。

区公安分局取缔多处传销窝点
新型传销被曝光，警方提醒勿上当
本报8 月17 日讯（通讯员
陈平） 近日，区公安分局根据
群众举报和掌握的相关线索，
一 举 取 缔 4 处 传 销 窝 点 ，查 获
传销人员27 人。
8 月14 日，区公安分局双山
第一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
章丘
某地有一处传销窝点。
警方根据
群众举报会同前期掌握的相关
线索，
立即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
案组，
并锁定该窝点位于新世纪
小区一出租房内，
随后民警立即
对该传销窝点进行检查，
同时对
该窝点内的3名传销人员予以控

制。经进一步审问，民警又发现
该团伙位于永大明珠东山小区、
二开东山小区、
同乐园小区还有
3 处传销窝点。专案组民警立即
联合工商部门顺线追踪，
对上述
3 处传销窝点进行了突击检查，
又当场查获传销人员24 名。目
前，
警方已将相关人员移交市场
监管部门处理。
据了解，该团伙成员都是
通过网络、微信等方式以找工
作、谈朋友为由骗至当地，然后
以缴费发展成员获取高额回报
的方式进行传销。

章丘举办美丽乡村
标准化建设巡回宣讲培训会
本报8 月17 日讯（通讯员
李元明 牛延龙） 为进一步
提高我区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
水平，8 月15 日，章丘区在百脉
现代农业示范园内举办美丽乡
村标准化建设巡回宣讲培训，
对区50 个相关部门、20 个镇街、
301 个C 级村、55 个巩固提升村
的负责同志（共计450 余人）进
行了培训。
全市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
巡回宣讲是做好美丽乡村标准
化建设的有效方式，山东省创
新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录
宝和济南市委农办相关领导分
别以“第三方角度谈如何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 按标准化要求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切
入点，结合中央、省、市部署要
求和实际案例，从美丽乡村的
发展历程、美丽乡村的建设指

标、如何推动美丽乡村标准化
建设等角度利用一下午的时间
进行了精彩授课，并就建设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进
行了分析和交流。
据了解，美丽乡村标准化
建设项目设置多，涉及全区50
多个部门单位，任务繁重。自去
年 启 动 以 来 ，章丘区克服村庄
多、
基数大、
基础不平衡等困难，
采取宣传培训、
现场指导、
项目建
设、
基础提升等方式，
去年标准化
覆盖率达到45%。
按照济南市统一
安排，
今年章丘区要覆盖率实现
60%，
面临缺项多、
时间紧、
任务重
等问题，
区直各部门、
镇街、村居
要协调行动，加快推进。通过培
训，
进一步明确了标准化建设的
任务目标、方法步骤，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
进一步增强了推进工
作的信心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