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脉曲张 脉管炎 老烂腿不能忽视
告诉您一个外用冷敷的妙招

静脉曲张大多先是腿部有
酸胀感，晚上重，早上轻，患肢常
感酸、沉、胀痛、易疲劳、乏力等，
血液长期回流不畅，脉管容易瘀
积，出现痒、发黑等，形成脉管
炎，这都不能忽视。

现在好了，静脉曲张、脉管
炎部位可以试试迈净堂牌下肢
冷敷器具的冷敷理疗，它运用传
统外敷的方法，通过体表涂抹，
皮下吸收，针对病灶部位靶向渗
透，改善血管周围微循环，费用
低，无异味，简单方便。建议使用
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用于稳定与
巩固。平时注意保暖，避免过度
劳累，避免久坐久站，有助于静
脉曲张、脉管炎的康复。迈净堂
牌下肢冷敷器具请您作证，产品

好不好，试试才知道。
净堂牌下肢冷敷器具适用

于下肢静脉部位软组织的冷敷
理疗，如静脉曲张、脉管炎部位
的冷敷理疗。

好消息：迈净堂正在进行5
元理疗三次的活动，欢迎到店咨
询。

咨询电话：400-068-3177
地址:济南共青团路68号迈

净堂 (市中医东邻，路南公交站
牌后)

合肥颐德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皖合械备20160111号，禁忌内容和注

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仔细阅读产
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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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宠物看个病
咋就贵过了人

医生称宠物不会表达诊疗复杂是主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卓琪

“毛孩子”单体检一次
就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动物生病我们也不懂，医生
说是为了它的健康我们也只能照
做。”谈起自己的经历，市民刘女
士显得有些无奈。因为从小喜欢
猫的原因，工作后的她终于得偿
所愿购买了一只布偶猫，平时自
然是格外悉心照顾。“前阵子我发
现它有些流鼻涕，爱打喷嚏，觉得
它是感冒了，成人的药也不能给
它吃，就带着它去了家附近的一
家宠物医院。”

医生给猫检查了一下，然后
开了一些治感冒的药，还有一些
营养品，仅四样东西就花费了300
元。然而一周过去了，猫流鼻涕的
症状却还是不见好，心急的刘女
士只好又换了家宠物医院给猫医
治，“另一家的医生建议先给它做
个全面检查”。

“检查花了四百多，又开了二
百多块钱的药。”宠物的一次小感
冒，前前后后花费了小一千。“我
感冒一次顶多花200块钱就治好
了，没想到给猫看病这么贵。”刘
女士说。

随后，记者走访了济南多家
宠物医院，询问给宠物狗全面体
检的价格，在包括宠物常规体格
体检、血液检查等基本项目前提
下，随着项目增加，价格在200元
至1800元不等，其中有宠物医院
仅一项宠物腹部彩超单次就在
500元左右。

同等项目收费差异大
“有的宠物药价比人高”

“之前我在考虑给猫做绝育，
但是咨询后不同医院价格竟差了四
五倍，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刘
女士说。对此，市民姜女士也表示了
质疑，“同样是给小狗测一次血常
规，有的医院收50元，有的医院却要
收100元。”单就公猫绝育的问题，记
者联系了济南历下区几家宠物医
院，价格在200元到800元不等。

对于市民的质疑，济南历下
区一家宠物医院的任大夫给出了
解释。“比如公猫绝育手术，在我
们医院团购价仅需188元，在济南
来说已经算是低价，但这其实仅
是手术当天的费用。”任医生说，
宠物的绝育手术，由于需要全身
麻醉，因此术前的检查还是很有
必要的。“我们要看一个基础的生
化指标，加上做血常规还有术后
的药品，换算下来一个公猫绝育
大概需要600元，而这已经是比较
优惠的了。”

任医生表示，顾客一般在选择
宠物医院时都会比较在意价格，但
是对其包含内容却往往容易忽略，
如果一味追求便宜不做必要检查，
就容易有风险。

任医生说，很多顾客在宠物
看病时都会不自觉地与人看病进
行比较，但这也就进入了一个“误
区”。“像宠物用的一些抗生素、成
品药、保健品药其实本身的成本就
要比人用药高。例如阿莫西林克拉
维酸钾，兽药的价格要比人药贵很
多。”治疗期间，如果顾客选择了

进口药品，价格还会更高一些。
随着近几年兽药代理厂商和

药品品类的增多，目前兽药的价格
已经要较前几年有所降低。

诊疗复杂程度决定价格
但不乏医院小病大治

据任大夫介绍，给宠物看病
诊断是一个难题。“因为宠物不会
表达，只能依靠主人揣摩和医生
视诊给出初步判断。”而接下来，
医生往往需要依靠做临床化验去
证明自己的猜测。“同样都是宠物
出现呕吐，会有很多种原因，比如
食物中毒、肠胃炎、肿瘤、老年病
等，所以整个诊断比较复杂，因此
在消费上就会有所体现。”

经过化验诊断后，宠物的病
症不同，其诊疗的复杂程度就决
定了价格。“像急性病花费可能会
比较少，但如果是慢性病，如皮肤
病和一些没有明显症状的病症，
则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花
费就会多一些。”任医生表示，他
们在诊断时都会打出具体的项目
价格小票给顾客，提出治疗建议，
具体治疗还是尊重顾客意见。

对许多家庭而言，猫狗已经
不仅仅是宠物，而是“家人”，它们
生病主人自然是心急如焚，想办
法治疗。不乏有宠物医院抓住了
顾客的这一心理，小病大治。“之
前有顾客过来说是猫有些咳嗽，
去了其他医院直接就做了血检拍
了片子。”任医生说，由于猫咳嗽
相对少见，应先进行听诊，判断是
否咳嗽。如果医院“小病大治”，顾
客在价格上就要多花几百元。

近年来，宠物已逐
渐成为许多家庭中的一
员，人们享受着撸猫撸
狗带来的快乐。渐渐地，
许多“铲屎官”发现，去
宠物医院给宠物看病甚
至比人还要贵，去一次
少则一两百多则上千
元，让人不禁疑惑，为啥
这么贵？

宠物医生为小猫驱

虫。(资料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QQ上“领导”下指令
财务把60万转没了

今年8月，历城区一家公
司，正忙着公司业务的财务人
员马亮（化名）电脑里传来一阵

“滴滴”声，公司领导向其发送
了一条QQ消息。

马亮发现，消息内容极其
简单，大致是公司组建了一个
新QQ群，领导按照惯例让他加
入。入群后，领导相互谈论着公
司有关事宜，而作为工作人员，
马亮也随时盯着群里的动向。

果然，领导向群中发来了
一条信息并专门提及马亮，原
来公司需要向客户打款60余万
元，需要马亮进行操作。获得通
知后，马亮根据领导往群里发
送的银行账号中打入了对等的
金额，可没想到，在成功到账的
同时，公司领导打来电话，“公
司怎么打出60多万元去？”

马亮以为领导打来电话是
询问打款的情况，这句话让他
冒出一身冷汗。

向领导汇报事情经过后，
马亮马上查看新建群里“领导”
信息，发现除了QQ号不同外，
这位“领导”的头像、昵称等均
与公司真正领导相同。此时他
已然明白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
诈骗，于是立即打电话报警，接
着又赶到派出所。

为解冻银行卡来济南
两嫌疑人自投罗网

东风派出所值班民警刘鑫
宇接完电话立即向上级部门反
映，历城公安分局等立即启动
止付机制，将转入60余万元的
银行账户及关联账户冻结。

刘鑫宇和同事也立即展开
侦查，经分析研判很快锁定几
个银行账户，并发现从行骗完
成到报警，这段时间内电诈分
子已将一小部分钱转移。

“我们根据侦查情况再次
对银行流水、账户等进行了细
致调查，但有意思的是，在调查

期间，有四张银行卡在银行内
进行过挂失补办，而且操作人
均是四张银行卡的实名注册
人。”刘鑫宇说，不过出人意料
的是，正当民警准备对居住在
济宁市的刘亮（化名）、张华（化
名）等四名嫌疑人进行抓捕时，
刘亮和张华竟然从济宁来到派
出所，要求民警对其名下银行
卡予以解冻。

已经摸清案件脉络的民警
对刘亮和张华分别采取了审
讯。一开始，二人拒不承认违法
事实，但当民警出示种种证据
后，两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还供出剩余两名嫌疑
人藏匿地点。

派出所联合历城公安刑警
大队等多部门，立即赶赴济宁
市，成功将剩余两名嫌疑人抓
获归案。案件随之水落石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期间
四人想出黑吃黑套路

原来包括刘亮、张华在内
的四人并不是第一次作案，四
人曾到过银行实名注册银行
卡，然后将银行卡提供给电信
网络诈骗分子，之后从中谋取
利润，结果被其他公安机关成
功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东风派出所将四人抓获时，
刘亮等人仍处在刑事强制措施
执行期间。

犯法之后，四人并未知错
就改，反而萌生了“黑吃黑”的
想法，并将银行卡提供给诈骗
分子。当电诈分子将骗来的钱
转入四人银行卡的同时，四人
也收到银行到账通知，四人立
即到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挂失补
办业务，可取钱时，发现银行卡
已被警方冻结。为尽快将钱取
出，刘亮和张华特地从济宁跑
到济南历城区，要求警方将银
行卡解冻，结果自投罗网。

“四名犯罪嫌疑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窃
取他人财物，涉嫌构成盗窃罪，
此外，四人还给电信网络诈骗
分子提供帮助，涉嫌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现被骗
金钱已追回50余万元。”办案民
警说。

骗子骗来的钱被骗子骗走？这是一件令办案民警都意外的电
信诈骗案。电诈分子先是混入公司QQ群里盗用公司领导的头像，
从财务骗走了60万元，可没承想钱又落入另一帮骗子的陷阱。

混进公司QQ群骗走60万

遇到“同行”钱被半道截走
第二拨骗子已落网，追回5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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