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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岁岁维维族族女女孩孩泰泰城城走走失失33天天
能说简单汉语，当时身穿白蓝相间带帽套装

今日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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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的年龄( )
A. 25岁以下 B. 26-50岁 C. 51岁以上
2、您的性别( )
A.男 B.女
3、您的文化程度( )
A.初中 B.高中 C.大学
4、您食用蜂产品多少年了( )
A. 5年以内 B. 6—10年 C. 10年以上
5、山农大蜂业公司是哪年成立的( )
A. 1985年 B. 1986年 C. 1987年
6、山农大蜂业在泰安市区有多少个
专卖店( )
A. 10个 B. 15个 C. 20个
7、您买过山农大蜂业公司的哪个产
品( )
A.蜂蜜 B.蜂王浆 C.其它

8、何种情况下您会购买蜂产品( )
A.促销时 B.生活必备 C.其它
9、您所用蜂产品的来源( )
A.自购 B.朋友赠送 C.其它
10、您是否坚持购买某个牌子的蜂
产品( )
A.是 B.否 C.不一定
11、服用蜂蜜时温度不能超过多少
度( )
A. 40度 B. 50度 C. 60度
12、蜂蜜结晶是正常的物理现象吗
( )
A.是 B.否 C.不清楚
13、蜂蜜结晶会影响产品质量吗( )
A.是 B.否 C.不清楚
14、温度在13—14度时蜂蜜最容易

结晶( )
A.是 B.否 C.不清楚
15、蜂蜜的主要成分是( )
A.果糖和葡萄糖 B.蔗糖 C.水分
16、养蜂人在十大长寿职业中排名
第( )
A. 1 B. 2 C. 3
17、蜂王浆如何保存( )
A.冷藏 B.冷冻 C.常温
18、成年人服用蜂王浆每天的用量是
( )
A. 5克 B. 10—15克 C. 20克
19、常吃蜂王浆能增强免疫力( )
A.是 B.否 C.不清楚
20、蜂王的寿命是工蜂寿命的( )
A. 10倍 B. 20倍 C. 30倍

21、蜂花粉最简便的食用方法是( )
A.直接食用 B.冲服 C.其它
22、蜂产品主要指蜂蜜，蜂王浆，蜂
花粉，蜂胶( )
A.是 B.否 C.其它
23、蜂胶的主要有效成份是黄酮( )
A.是 B.否 C.不清楚
24、没经过处理的原料蜂胶含重金
属对身体有害( )
A.是 B.否 C.不清楚
25、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一块
服用效果更好( )
A.是 B.否 C.不清楚
您的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长寿源于健康，健康并
不难求，为提高保健意识增
强体质，齐鲁晚报联合山农
大蜂业公司举办“健康人生·
山农大蜂业”蜂产品知识调
查问卷，欢迎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请您在百忙中将此卷
填好剪下送往以下地址：山
农大蜂业公司农大店 (岱宗大
街1 0 1号，农大南门向东1 0 0

米路北 )，即可领取精美蜂产
品一份。本次活动结束后将
抽出一等奖一名：价值1000元
的山农大蜂业精美蜂产品；
二等奖两名：价值500元的蜂
产品；三等奖五名：价值 2 0 0

元的蜂产品。获奖名单产生
后将在本报于9月2日公布。

请选择正确项填在括号内：

活活动动时时间间：：22001133年年88月月1144日日——2299日日

搭上“七夕”快车
玫瑰价格贵一倍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陈
新 实习生 刁君彤 ) 13日是农
历“七夕”节，不少花店借机涨价，原
价5元的玫瑰普遍上涨5到10元，市
民的购买热情还很高。

13日“七夕”节，记者走访多家
鲜花店，在文化路一家花店，店主王
女士表示“七夕”前一周，鲜花的销
量明显增加。“昨天还有市民订了一
束36朵的玫瑰，代表‘我的爱只留给
你’。”

据了解，“七夕”来临前不少鲜
花的价格就开始上涨。原来5元一支
的玫瑰涨到了15元，但涨价并没有
影响市民们购买的热情。在龙潭路
一家花店，前来买花的宋先生对记
者说：“我女朋友喜欢花，所以才决
定‘七夕’送她一束鲜花，其实我更
青睐一些实惠的礼物。”

“七夕”佳节，不仅花店迎来了
销售的高潮，不少小商贩也抓住了

“浪漫经济”的商机，在银座、中百等
大型超市的门口，一大早就摆满了
卖鲜花的小摊。不仅有传统的玫瑰，
还有新型的玩偶花束，不少情侣驻
足购买。

赠赠品品电电饭饭锅锅用用三三次次就就坏坏了了
超市称“赠品不退不换”，司法所协调换货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凤玉洁 )

李女士在超市购物获赠一个电
饭锅，用了3次就坏了。超市拒
绝调换，并称宣传单上明确告
知赠品不退换。13日，司法所调
解此案，称宣传单告知是霸王
条款，没有效力。

9日，岱岳区的李女士到一
家新开业的超市购物。售货员
说，当日有优惠活动，购物满
200元就赠送一个电饭锅。李女

士看到活动很实惠，就买了200

元的日用品，把赠品抱回了家。
没想到电饭锅用了三次就

出现故障，李女士心里很窝火。
13日，她和女儿找到超市，要求
调换。超市工作人员称，电饭锅
不是商品，宣传单上面写得很
清楚，‘赠送物品，不退不换。本
活动解释权归超市负责。”

“电饭锅不是买的，但也是
我购物才送的，所以必须保证
商品质量。”李女士说。

为了解决问题，双方找到司
法所。针对超市一再强调的“赠
品不是商品”，司法人员称：“超
市在促销中赠送电饭锅，属于赠
与关系，赠送的物品也是商品，
生产和销售应该符合我国有关
法律的规定。此外，《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也有明确规定：经营者
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接
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质、
用途和有效期限。

“超市应当保证赠品质量
合格，否则就应当负责维修或
调换，而不能以电饭锅是赠品
为由推卸责任。”司法人员说。

对于超市提出的宣传单告
知，司法人员称超市是卖家，又
承担解释权，这本身就是霸王
条款，侵犯了公平合理的消费
准则，所以超市任何形式的告
知都没有法律效力。”

经调解，超市同意给李女
士调换一个电饭锅。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李亚宁) 10日下午6点左右，
来泰安玩的9岁新疆小女孩在大
润发与妈妈走失。孩子身穿白蓝
相间带帽套装，红色凉鞋，能说简
单的汉语。妈妈报警后，带着照片
和寻人启事到处寻找，3天来一直
没有线索。

10日下午6点左右，来泰安旅
游的新疆女子吾尔古丽和朋友一
块逛大润发，她怀里抱着1岁的儿
子，身边还跟着9岁多的女儿排孜
来提·艾欣。

据吾尔古丽介绍，他们买完
东西要出门时，又在一楼给儿子
买了件衣服。“买衣服前还看见女
儿就跟在身边，也就没在意。”她
说，两分多钟挑完衣服后，女儿就

不见了。
“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地方，一

直没有找到。”10日一块陪吾尔古
丽逛商场的朋友说，他们在商场
打听了不少人，有工作人员说孩
子可能被一个男子领出了商场。

13日，记者在老汽车站附近
见到了正在找孩子的吾尔古丽。
她怀抱1岁的儿子，包里带着不少
寻人启事、照片，还有一张户口本
原件，逢人就打听。“女儿会点汉
语，也知道我的手机号，但一直没
接到孩子的电话。”

吾尔古丽提供的户口资料显
示，他们一家是新疆莎车县人，走
失的女儿排孜来提·艾欣是维吾
尔族人，2003年10月出生。吾尔古
丽说，一老乡在泰安做生意，她趁

孩子放暑假，8月1日带孩子来泰
安玩。“本来打算这两天就走，没
想到孩子找不到了。”她说，什么
时候找到女儿，才离开泰安。

据了解，孩子走失时身穿白蓝
相间带帽套装，脚穿一双红色凉
鞋，身高约1 . 3米，短发。寻人启事上
有一张孩子的照片，“这是在泰安
的公园玩时拍的。”吾尔古丽说。

孩子走失后，他们到站前派
出所报了案，留下了孩子的相关
信息。派出所民警说，没有具体线
索，案件还在调查中，巡逻时也在
帮着找孩子。

如果您有吾尔古丽女儿的相
关线索，请拨打吾尔古丽的电话
15949794335。希望孩子能早日回
到妈妈身边。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曲智勇 )

11日晚，一男子无证驾驶无牌
摩托车，被交警查住后打砸自
己的摩托车发泄情绪。同行女
子同样发飙打骂执勤人员，两
人最终被交警制服。

11日晚9点半左右，泰安交
警直属一大队民警在岱宗坊路
口查获一辆无牌摩托车。民警
从警车上下来检查发现，该车
除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
员还属于无证驾驶，民警准备
将摩托车依法暂扣。

驾驶员因不同意扣车，用
车锁狠狠地将摩托车砸坏，同
行女子还撕打民警，阻挠民警

执法，现场十分混乱。
驾驶员发泄完情绪后，准

备一走了之，民警口头劝说不
起作用，只得采取强制措施。
泰安交警一大队一中队中队
长韩建军说，当事人情绪比较
激动，执勤人员向指挥中心汇
报，请求辖区派出所支援。

多人制服男子后，女子再
次辱骂撕打交警。很快，辖区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阻碍
执法的两人押上警车，带回派
出所审讯。韩建军表示，该男
子属于未悬挂号牌上路，而且
无证驾驶。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
理当中。

无无证证骑骑无无牌牌摩摩托托，，还还砸砸车车打打交交警警
车上一男一女被制服

一司机打瞌睡
两车高速上追尾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王
伟强 通讯员 时公泉 刘吴康 )

13日凌晨，两辆货车高速公路上
追尾，一人被困驾驶室。消防官兵赶
到救出伤者。

13日凌晨1点17分，新泰市公安
消防大队新汶中队接到报警得知，
京沪高速离新汶服务区1公里往济
南方向，有两辆大货车追尾，一人被
困。新汶中队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
器材赶赴现场。

出事地点一辆拉满包装纸的货
车与前面一辆泥土车相撞。货车车
头严重变形，驾驶员逃出，副驾驶人
员被困，满脸是血，双脚被卡在驾驶
室内。货车油箱柴油外泄，地上淌满
柴油，情况十分危急。

担心柴油起火，危及周围人群
生命安全，指挥员立即命令对车头
进行破拆，营救被困人员。同时，疏
散周围人群。经过35分钟紧急救援，
终于救出被困人员，赶紧送往医院。
据了解，货车司机当时比较困，可能
打了个瞌睡，导致两车追尾。

交警执勤人员制服情绪激动的闹事男子。 通讯员 曲智勇 摄

走失小女孩的照片。（受访者
提供）


	S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