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中国海参市场的“价格屠夫”——— —— 杜伟

海 参 只 卖 9 块 9 ，真 的 ？
如果你一直对海参垂涎三尺，却因价格望而却步，如果你一直用海参滋补身体，却花了大笔的冤枉钱，今天机会来了！！近日，一种产于阿拉

斯加的野生海参“小有刺参”在全国亮相后，引起巨大轰动。它的肉质鲜美，口感让人津津乐道，涨发率达到3至4倍，烟台市民马上拨打0535—
6671234报名；抢购纯野生特价海参，仅限3天！

叫板中国海参“最低价”四大保真 发现一头虚假愿赔百万
今日关注

真的吗？野生海参只需9块9

毛钱？烟台元盛海参推出“百日

养生”计划，海参9块9强势来袭，

令人震惊的是，不仅海参价格低

廉，而且是真正纯天然无公害的

野生海参，采用传统淡干技术，
品质上乘。

对于此活动的目的，总经理
杜伟说：“元盛海参今天让利于
民，只卖9块9，就是为了抢占市
场，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树立自
己的海参品牌，从而做大做强”。

我们向社会公开承诺：
1、保真：每根海参均符合国

家检验检测标准。非破坏营养成
分的糖干海参，有虚假，赔百万。

2、保证进口纯野生刺参：每
一根9块9特价海参均进口自阿
拉斯加无污染海域，非养殖，发

泡率高，发好后体积增大 3到 4

倍，肉厚刺多，口感软糯。

3、每根海参均采用传统淡

干技术保存，保证营养不流失。

4、说到做到，决不再收取其

他任何费用，就是9块9！
他怒斥行业暴利，他打破海参高价神

话，他被业界称为“价格屠夫”，他就是烟台
元盛海参有限公司总经理杜伟。面对海参市
场动荡，数千元、上万元的惊人价格，元盛海
参却逆袭而行，给海参市场带来巨大震撼，
更给消费者带来疯狂抢购的最低价格。

每天一根参 百病不上身 100%阿拉斯加野生海参 限售3天
与杜总聊到，为什么元盛海参要推

行“百日养生”计划时，杜总笑了笑说：
“自古有着‘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
冬令一进补，春天可打虎”的说法。天寒
进补不仅有利于营养成分的吸收，同时
能有效地提高人体机体的免疫能力，抵
御严寒侵袭，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北京的张医生是一位有着50多年
行医经验的老中医，他说：“海参被称

为‘百补之首’味咸性温，入心、肾、脾、
肝四经，有补肾益精、养血润燥之功
效。同时海参属干温补产品，适用于各
类人群食用。”

9块9低价海参大抢购 仅限今
天、明天、后天三天！

活动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不求
利润，只为打响品牌。淡干野生海参，
市价6900元/斤，13 . 8/克。元盛野生海

参990元/盒，一盒100头，每头差不多5

克，一盒1斤，平均每头只需9块9，原来
买一斤现在买7斤，机会千载难逢。

烟台元盛海参有限公司敬告：
由于本次9 . 9元野生海参是亏本

销售，所以只限供400斤，每人限购4

斤，每个家庭限两个名额，活动元月9、
10、11日订购4斤再减免990元现金。

抢购热线：0535—6671234 665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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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伪基站，边跑边发垃圾短信》追踪

为为抓抓伪伪基基站站，，每每天天追追着着信信号号跑跑
伪基站狂发垃圾短信，电信运营商也叫苦不迭

本报热线 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陈莹 ) 年底各行各
业迎来忙碌期，垃圾短信也
进入疯狂期。本报1月7日B04

版刊登了《车载伪基站，边跑
边发垃圾短信》的报道后，很
多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对此给
予 谴 责 。然 而 ，作 为 被 冒 充
方，通讯公司一方承受着误
解，他们为了净化市场，每天
追着信号跑。

记者采访了解到，被伪
基站冒充的电信运营商直呼

“伤不起”，中国移动烟台分
公 司 网 优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说，伪基站冒充正规电信运
营商给用户发垃圾短信，由
于手机每隔五秒钟就会捕捉
基站的强信号，用户一旦进
入伪基站的发送半径，使得
伪基站的信号强大，就会使
用户与电信运营商的基站断
开。除非用户离开伪基站的
发射范围，否则会一直处于
离网状态，此时用户就会收
到伪基站发的垃圾短信。

“无线电是看不到的，而
用户却通过手机使用觉得电
信运营商的服务差。”该工作
人员说，伪基站还能捕捉到
手机的识别码，进而轻易拿
到用户的手机号。

一般而言，电信运营商
接到用户投诉或通过网络监
测发现网络异常，会向无线
电管理部门举报，无线电管
理部门赶赴运营商指定的区
域进行定位排查，锁定目标
后联系公安部门采取行动。

“最近一两个月，我们一
辆车，三个人，全天在烟台地
区 进 行 监 测 。”该 工 作 人 员
说 ，伪 基 站 的 人 现 在 也“ 聪
明”了，由于要通过无线电信
号来检测，他们就干一阵，然
后再把伪基站关上，歇一下。伪
基站多在繁华地带，人多车多，
载着机器的监测人员好不容易
逮着信号了，可突然被车流堵
住动不得，或者一个红灯，就眼
睁睁地看着伪基站信号消失
了，那才叫无奈。

微微信信发发查查酒酒驾驾时时间间，，交交警警说说假假的的
烟台交警称查车是日常执法行为，并未发布过此信息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李大鹏) “明天下午六点
开始至深夜两点，为期30天到
春节期间，全国交警集中查处
酒驾……”近日，很多市民在朋
友圈里看到这样一条信息，把
交警具体查车时间精确到几日
几点，记者向交警部门核实得

知此信息不实。
“明天开始上路查车：明天

下午六点开始至深夜两点，为
期30天到春节期间，全国交警
集中查处酒驾，一经查获，一律
拘役，五年内不得考证。10、20、
30日由省厅带队检查，每月3、
7、13、17、23日和每周五、六由

市局组织检查，时间为中午12

点 至 下 午 2点 ，晚 上 7点 至 9

点……”8日，记者收到朋友一
条微信，结果在朋友圈里一看，
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这条信息，
有朋友称几个月前就见过一模
一样的信息。

8日，记者向交警部门核实

真伪，一位工作人员说：“整治
是日常行为，不会提前告知，更
不会把哪天几点说得这么详
细。”一位长期参与一线整治活
动的交警说，查车是定时不定
点，定点不定时。“平常日子就
处于高压状态，见一个违法的
就揪一个。”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
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国家无线电
管理机构或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
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警告、查封或
没收设备、没收非法所得的处罚；
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一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或吊销其电台执
照。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

条，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
电业务正常进行的，经有关主管部
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
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对此，烟台市无线电管理办
公室稽查科科长薛义群说，很多伪
基站的操作人员，一次被抓就再换
一批人，很难证明他们二次犯案。

其实，对于伪基站，《刑法》中
也有“高压线”，干扰正常通信业
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
处罚金。 本报记者 陈莹

干扰正常通信
最高可判三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 即日起，公安部消防

局在全国开展消防标语征集活动。
只要有好的标语，都可登录中国消
防在线参与投票，收集时间截至3

月5日。
此次活动具体围绕火灾预防、

初起火灾扑救、逃生自救知识以及
贯彻消防法律法规、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制等5大类进行征集，每条作
品不超过20个字。

3月31日公布评选结果，评出
一等奖10条，二等奖20条，三等奖
30条，优秀奖40条，并给予现金奖
励。具体活动情况请登录专题网页
http://119 .china.com.cn/ztbd/node_
540755 .htm查看。山东省内有意者
请于3月5日前将消防标语(注明类
别、作者、联系方式)发至邮箱w@
119 .cn，由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统
一上报。

若有好的标语
给消防投稿吧

石石阶阶
受受伤伤

近日，有市民反映，莱
山区桐林路上的科技公园
里，不少石阶上出现缺口。
市民怀疑是有人刻意为之，
破坏公园的公共设施。

8日，记者来到科技公
园发现，部分石阶边缘有不
少大的缺口，有的缺口明显
是最近才出现的，旁边还有
缺口掉下的石块。 本报记
者 吴江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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