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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宁 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碰
到洋骗子，差点被骗240美元的
账户管理费，近期，中国银行南
大街支行成功堵截了一起电话
诈骗案。6月2日，建设银行招远
支行也成功防范了一起25万元
的诈骗案。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近期电话诈骗骗术多变，市
民要多加注意。

5月28日，一名女性客户持
身份证及人民币1600元，到中国
银行南大街支行柜台要求办理
购汇240美元汇往美国。柜员审
核客户提供的信息时，通过耐心

与汇款人沟通后得知，此笔汇款
系汇款人代其父亲汇往美国一
理财账户，用途为账户管理费，
是其父亲在网购时对方赠送股
票而收取的账户管理费用。

业务人员随即上报营业主
管，联想到前期发生的诈骗案
例，委婉提醒客户认真核实汇款
的真实性，谨防上当受骗。在与
父亲交流完毕后，这名女子接受
了银行的建议，没有将这笔钱打
给对方。

“国外的骗子和国内的骗子
不同之处在于，国内骗子一般骗
的金额比较大，而国外的骗子一
般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诱惑，再让

你汇为数不多的管理费，一般数
额不大，人们的防范心理比较
弱，方便了骗子得逞。”中国银行
烟台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6月2日，中国建设银行招远
支行也成功堵截了一起电话诈
骗案。2日早晨，一位妇女急匆匆
来到建行营业厅，告诉柜员要给
一个账户汇款25万元。“银行柜
员一般遇到大额汇款时都会询
问是否和对方认识熟悉，但当我
们的柜员询问时，这位妇女却闪
烁其词。”招远支行工作人员孙
主任告诉记者。

这位妇女在与银行人员交
流时说，对方自称是一位法院

工作人员，和她长期在外的老
公是朋友，近期给她打电话说
她的儿子出了事情，需要25万
元摆平，跟老公和儿子通过电
话都联系不上，她越发着急，就
想给对方汇款。在银行工作人
员耐心劝说下，这名妇女最终
离开了银行，放弃了给对方汇
款的想法。

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
种骗术很可能是骗子用一种特
殊的技术使对方的手机暂时没
信号，或者短时间内密集打骚扰
电话，迫使对方关机，而一面又
不断地恐吓这名妇女，导致她越
来越着急。

骗子耍花招 市民差点中圈套
中行、建行帮助市民成功防范两起电话诈骗案

□通讯员 路明 福基
□记者 侯艳艳 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5月28
日，烟台一男子和女网友见面，不
料落入“色情圈套”，被数名男子持
刀威胁索要财物，苹果手机被抢
走。民警经过数天侦查，将5名嫌犯
全部抓获，侦破此案的同时，民警
还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破获“案
中案”。

5月28日晚上7点，21岁的小朱
来到南大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遭
到持刀抢劫，价值数千元的苹果手
机被4男1女抢走。小朱告诉民警，当
天下午6点，他与一名女网友在时代
广场某宾馆会面，两人没谈几句，他
就遭到女网友“勾引”。这时从房间
外闯进两名男子，要小朱交出身上
的钱财。小朱一听，夺门而出，四名
男子紧追其后。小朱跑到北马路与
大海阳路交叉口附近，被4名男子团
团围住。四人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小
朱右眼被打肿，头部也受伤。一名男
子拿出匕首，威胁小朱：“赶紧交出
身上的钱财，不然给你好看！”小朱
无奈，只好把身上唯一值钱的苹果
手机交给他们，随后几人迅速离开
现场。

民警迅速到小朱与网友见面
的房间进行调查，一名疑似抢劫嫌
犯的男子引起小朱的注意。民警迅
速靠近这名男子，此时，该男子竟
说：“我没干什么，我怎么了？”经过
审讯，这名男子曾因抢劫罪服刑8
年，他与其他4人共同参与了这起
抢劫案。

民警经过多方调查，迅速锁定了
其他4名犯罪嫌疑人，6月2日下午，民
警在百盛商场附近将其他3名男子抓
获，随后在商场附近的出租房，抓获
了色诱小朱的年轻女子小倩。

细心的民警在出租房发现，小
倩的朋友与网上通缉的盗窃嫌疑人
长相相似，经过调查，这名男子曾有
盗窃前科，因扒窃被再次通缉。

“可以说，抓了一伙人，破了两
个案件。”南大街派出所民警介绍，
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芝罘
警方刑拘。

□见习记者 张潇匀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8日-11日，
6月汽车惠民促销展将在烟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该展会将持续
4天，期间每日上午8：30至下午
5：30为展会开放时间，展会期间
市民可免费观展。烟台现有的80
多个汽车品牌，100余家汽车销
售公司都参与到展会中来，为给
市民带来最新的惠民展消息。

本次汽车惠民展的主题是
“让老百姓实实惠惠买车”。朴素
的主题却真实地体现了车展的
核心内容，即以惠民促销为主，

将最大的优惠带给市民。80多个
品牌，100余家汽车经销商以“经
济、实惠、让利于市民”为宗旨，
将价格降至最低，各种优惠促销
活动都将启动，现款优惠、礼包
赠送、售后服务，优惠项目层出
不穷，提供给观展市民最大的购
车实惠。

据烟台市汽车文化节组委
会发言人曲怒年介绍，为了使车
展更加整齐洁净，秩序井然有
条，本次车展将由烟台市汽车商
会统一布展。由于本次汽车惠民
促销展是室外车展，占地1 . 9万
平方米。为了给参展经销商和观

展群众提供一个好的参展和观
展环境，本次车展统一使用大帐
篷，这种大帐篷不同于往年的帐
篷，本次车展使用的帐篷是纯铝
结构的25米一块的大帐篷。这种
帐篷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型车展
上均被用到过。

另外汽车惠民展期间将有
通用雪佛兰、上海大众、广汽丰
田、荣威、MG等6家经销商带来
大篷车为惠民展助阵。大篷车将
给市民们带来丰富多彩的现场
表演，相信这6辆大篷车带来的
演出定会给市民带来欢乐，同时
也将会给惠民展现场带来激情。

烟台当地主流媒体也将为大家
准备丰富的文化活动——— 文艺
演出、趣味体验等。

据悉，本次车展车型齐全，无
论是广受欢迎的经久不衰的老牌
明星车，还是近日上市的备受瞩
目的新车，在本次车展上均能够
与市民见面。车展上展出的车型
均有现车，购车市民不必担心购
车之后要长时间等待提车的问
题，使市民购车无后顾之忧。

汽车惠民促销展为市民提
供了如此多的车型，如此大的优
惠，如此便利的条件，是烟台车
市的又一次盛会！

6月汽车惠民展今日开幕
市民可免费观展

□通讯员 赵云霞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7日上午，烟
台市旅游饭店协会换届大会在金
海湾大酒店举行，经过充分酝酿和
精心筹备，产生了新一届协会领导
机构。烟台中心大酒店、烟台碧海
饭店总经理巴信刚任协会会长。

在大会上，烟台市旅游局副局
长张博指出，饭店协会要加强对饭
店经营状况的调研，全面分析全社
会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行动给星级饭店发展环境带来
了一些新变化。要引导饭店转变经
营方式，创新餐饮经营理念，提倡绿
色消费，开发大众菜品，开发地方特
色小吃，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刚刚当选的巴信刚会长指出，
协会将启动饭店业游客满意度调
查工作，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委
托第三方专业公司对饭店进行顾
客满意度调查。调查员在大堂、餐
厅等区域随机对饭店住店客人就
入住感受和满意度进行当面访问，
并结合网评，及时发现饭店服务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推广表彰游客满
意度高的饭店，提高饭店行业整体
服务水平。

市旅游饭店协会换届

将引入第三方

进行顾客满意度调查

欢欢喜喜见网友

上当受骗遭抢劫

6日，武警烟台支队支队
长杨炳智、政委徐树杰等机关
首长在训练基地进行了新配
发的92式手枪、03式95式自动
步枪以及88式狙击步枪实弹
射击。通过实弹射击，使机关
首长进一步熟悉掌握了武器
性能，提高了射击技能，为下
步指导部队训练，更好地完成
执勤处突任务奠定了坚实基
础。

通讯员 刘燕 刘义
孙晓峰 记者 赵金阳 摄
影报道

新枪上膛

格《天降啤酒杯 砸坏车玻璃》追踪

扔杯子的找到了 被砸者让对方走了
当时还跟饭店索赔，店方积极协调不成选择报警

□记者 于飞 报道

本报6610123消息 本报6
日报道了《天降啤酒杯 砸坏车
玻璃》一事，7日，记者通过民警
和饭店方面了解，并查看事发当
时的全程监控。扔杯子的客人主
动承认此事，天盛烧烤店主积极
为被砸车的王先生协调赔偿事
宜，不料，王先生当场让砸车者
走了，当时还跟饭店索赔。

4日中午，市民王先生和朋
友在天盛烧烤就餐。此时，店外
王先生的车前挡风玻璃被一个

啤酒杯砸坏，天盛烧烤看车工作
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告知客人。
王先生听说啤酒杯是从楼上扔
下来的，就找到饭店经理处理此
事。

店经理了解情况后，立马到
楼上找扔啤酒杯的人。店经理告
诉记者，因为当天二楼只有一桌
客人，所以她跟这桌客人说明情
况，这桌客人中的一位先生就承
认自己扔的啤酒杯。虽然是无心
之过，但是毕竟砸坏了别人的玻
璃，这桌客人中的一位女士当即
表示愿意赔偿。

店经理看到那桌客人想要
驾车离开，便上前用身体挡住
了他们的车，希望他们能赔偿
王先生的损失后再离开，然后
就在店经理为王先生尽力协调
的时候，但当时王先生不知为
何，让扔酒杯的客人走了。“当
时王先生还和朋友一起让我们
饭店赔偿。”店主告诉记者，那
伙人走后，王先生非说让烧烤
店赔偿，烧烤店方面感到也很
委屈。

最让店经理感到委屈的是，
挡车的女经理还被车碰了一下，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肯定
不会让顾客吃亏，但是实在没弄
明白王先生为什么当时不要赔
偿。”店经理无奈之下才报了警，
福安派出所民警立马赶到现场
对此事进行处理。

7日，记者再次联系到王先
生，王先生称担心与扔杯子的
客人产生冲突，所以当时就没
表示什么，就让对方那伙人走
了。民警积极协商双方当事人
解决赔偿问题，扔杯子的市民
也答应赔偿，双方就赔偿数额
没有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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