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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喝了了养养生生酒酒，，老老人人突突然然身身体体不不适适
工商和食药监部门将介入调查“虫草养生酒”

大学生为赚钱

私印公园门票贩卖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任泽英 刘

国军) 几名大学生为了赚钱一时
鬼迷心窍，感觉为公园代理销售门
票赚钱太慢，竟然想起了私自印制
公园门票赚钱的歪点子。1月10日，
三名大学生因伪造有价票证罪在
芝罘区法院受审。

2013年4月份，烟台山公园门
口突然出现一名年轻小伙，此人拿
着公园门票正在销售。公园工作人
员一看不对，未经许可怎么会有人
在门口售票呢？于是，工作人员拨
打报警电话，民警当场将还未售出
票的小伙安某抓获。

随后，民警在安某的学校宿舍
内竟然发现了将近5000张门票，分
别是烟台山公园门票和张裕葡萄
酒城门票。警方顺藤摸瓜，又找到
与安某合伙的陈某、崔某两人。

庭审现场，芝罘区法院首次在
官方微博对庭审的全过程进行了
直播，并邀请200多名学生旁听庭
审。

芝罘区法院副院长胡振民告
诉记者：“此次使用微博直播庭审，
是我院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透
明度的重要举措，使群众能够第一
时间了解案件审理过程，彰显了社
会公平正义，保证了司法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7日晚7点55分许，在莱山区海
霸路结子沟村路口处，一辆银灰色
小型普通客车，在由南向北行驶的
过程中，将一位行人撞倒后逃逸，
现场遗留碎片。交警部门寻找目击
证人，对提供破案有价值线索者给
予重奖。联系人：交警四大队丰警
官 ，联 系 方 式 ：6 2 9 7 6 8 8 ，
18660063853。
本报记者 于飞 通讯员 姜波

10日，福山区东厅街道办事处
南厚滋沟村的村民李桂枝向本报
求助称，2013年12月11日下午，她的
老伴王家举在下班路上被撞，肇事
者逃逸。出事地点位于南厚滋沟村
西约300米处，王家举只在昏迷中
说了两个“北(音)”字，随后不治身
亡。如果您有事故线索，请与李桂
枝联系，电话：13465539090。

本报记者 张姗姗

多种措施严防

运行人员“误操作”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张军苗 张远铭 ) 近日，为
确保今年迎峰度冬工作安全、有
序、高效进行，国网蓬莱市供电公
司精心部署，采取多种措施严防运
行人员“误操作”。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柳斌 ) 常永渭老人花了
近3000元买了两箱“虫草养生
酒”，喝了两次却出现恶心、心
脏早搏等症状。老人仔细一看
包装才发现，上面明确注明不
适宜心脑血管患者，而其对外
号称的却是对心脑血管患者有
益。老人想退酒，也遇到了难
题。

家住芝罘区77岁的常永渭
老人偶然听说“虫草养生酒”对
中老年人比较好，销售商也称
此保健酒效果非凡，对中老年
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动脉
硬化、心脏病、肠胃病、肺病、风
湿、类风湿关节炎以及各种心
脑血管疾病后遗症都有显著的
作用。

“我就是有心脑血管的疾

病，胃口也不是很好。”常永渭
老人说，2013年12月20日，他通
过电话联系到“虫草养生酒”的
烟台经销商，当天经销商就为
老人送去了两箱酒。

“当时他们跟我说单买一
瓶295元，如果买两箱有优惠，
248元一瓶。”常永渭老人说，最
后他花2976元买了两箱共12瓶
酒。

刚喝了一次，常永渭老人
就觉得不对头。“恶心、心脏早
搏、心绞得疼，很不舒服。”常永
渭老人说，出现问题后他仔细
看了看该品牌酒的包装，上面
明确注明未成年人、妊娠期妇
女、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肝肾功
能不全者及酒精过敏者是不适
用人群。

老人联系了卖给他酒的工

作人员，对方建议他减少服用
量，原来每次喝20毫升，现在减
半。老人尝试后仍然出现恶心、
心脏早搏等问题。

花了这么多钱买了酒结果
出现这么多症状，老人一心想
把酒退了，哪怕是少退些钱他
也愿意，但是对方坚持不能退，
而且不透露他们的办公地址。

记者了解到，该酒为三九
企业集团兰考葡萄酒业有限公
司生产，号称选用冬虫夏草、鹿
茸、灵芝等多种天然原料，以白
酒为酒基制成的保健食品。

记者根据老人提供的号
码，拨通了销售人员的电话。对
方一直不透露具体销售地址，
但是坚称该酒适用于心脑血管
患者。

销售人员称，虽然包装

上写着不适用于心脑血管患
者，但是实际上对心脑血管
患病者是有疗效的，所以他
们对外宣传的都是适用这类
患者。

对于老人要退货的请求，
销售人员说要和领导商量，便
挂断了电话。随后，记者和老人
来到了烟台市工商局反映此
事。

市工商局广告科的工作人
员说，该品牌酒对外宣传的和
其自身功能不同，涉嫌虚假宣
传，他们会调查解决此事。烟台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他们也接到举报，反
映该品牌酒出现了问题。目前
他们正在调查，如果该品牌酒
在质量上出现问题，他们会负
责处理。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蒋大伟 ) 9日晚上 7

点多，海阳市大阎家村村民
刘先生在自己家门口，被人
连捅 1 0多刀，送医抢救无效
后死亡。当地警方已介入调
查。

10日，记者来到被害者所
在的大阎家村，受害人家的大
门已经上锁，在门口还有一大
片血迹清晰可见。

“ 9日晚上 6点多我姑姑
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到村里

参加大秧歌的排练，我姑父
自己在家。7点多有人敲门，
我姑父出来开门，那人一上
来就在我姑父的头上砸了一
下，随后在腹部和脸上捅了
10多刀。”受害人的侄子刘先
生说道。

“晚上 8点左右，我姑姑
回家发现姑父在门口，头上
都是血，随后就拨打了120急
救电话，当时我姑父意识还
很清醒。”刘先生说，“当晚11

点多，我姑父就死亡了。”

据了解，受害人今年 5 2

岁，平时做装卸工。“他这个人
很老实，平时干活从来不多言
多语，没想到会遭遇这样的
事。”村里的人说，受害人有一
儿一女，女儿已经读博士后
了，儿子也在读大学。

“我姑父说是个身高比他
高的人捅的他，那人当时遮住
了脸。”刘先生说。当地公安部
门已经介入调查。

请李女士到本报领取线
索费3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
者 王伟平 ) 临近年末，大家
都希望拿着工资高高兴兴回家
过年。然而，烟台爱恩吉服装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恩吉 )的工
人，却迟迟联系不上老板，工资
也被拖欠近2个月。更让他们担
心的是，福山区人民法院9日在
该公司大门贴上了封条。

工人们介绍，公司主要生产
韩版的牛仔裤，老板是名为金峰
宇的韩国人，近期一直联系不上。

“我们这些工人，两个月工
资还没发，所有人加起来得有20

万元左右。”爱恩吉一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女职工反映。

记者10日来到该公司所在的
办公楼看到，位于四楼的该公司
大门已经贴上了福山区人民法院
的封条，封条上的时间为2014年1

月9日。在大楼前，空无一人。
办公楼内另一家公司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很多人
来(找爱恩吉)讨工资。”

记者拨打爱恩吉董事长金
峰宇的电话，电话提示“该号码
暂时无法接通”。公司其他领导
的电话，均无法接通或关机。

随后，记者联系了福山区人
民法院立案庭，立案庭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查封属于行政查封，具
体事宜要咨询福山区劳动部门。

在福山区劳动与社会保障
局劳动监察大队三中队，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该队近日一直都在
处理爱恩吉的事情，9日查封时，
已经跟工人说好处理方法。

“该公司每月15日发工资，
现在还不能判定公司拖欠工资，
他们公司主要拖欠工人社保金
等。目前，还不能判定公司老板
跑了，只能对公司财产做保全处
理，待15日之后再做处理。”该中
队主任介绍，由于案件正在调查
中，不便过多透露。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候艳艳 )
10日下午3点多，一辆载着20

个氧气罐的货车从莱山公安
分局刑侦大队旁边一小路下
坡时，刹车突然失灵。为了避
险，司机猛打方向盘冲向旁
边一堆沙土。最终货车侧翻，
氧气罐散落一地，造成虚惊
一场。

10日下午3点多，记者赶
到轸大路的时候，民警和消
防人员已在现场进行处置。

在莱山公安分局刑侦大
队旁边一条上坡的小路上，
一辆蓝色小货车侧翻在路
边，20个氧气罐散落在地上，
因为货车油箱漏了，周围弥
漫着柴油味。在距离货车不
远的地方，民警拉了警戒线，
疏散附近的人群；消防人员
则用水枪对地上的柴油和氧

气罐进行喷射。
据货车司机介绍，他姓

王，从曲家庄拉了二三十个
氧气罐，送到莱山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后面一个废品回收
站，回收站用氧气罐来切割
物品。卸完货之后，司机又拉
着剩下的氧气罐去另一个地
点。

下坡的时候，司机突然
感觉刹车不对劲，有着 5年
驾龄的他意识到，刹车失灵
了！可如果这么冲下去就是
轸大路，又是个下坡，可能
会造成更大的危险。看到路
旁有一堆沙土，司机毫不犹
豫地猛打方向盘，向着沙土
冲过去。

目击者曹先生说，当时
他就在旁边，看到冲向沙土
后的货车最终侧翻，氧气罐
也撒了一地。当时他以为掉

下来的都是液化气罐，赶紧
打电话报了警。“幸亏司机机
警，虽然车翻了，但人毫发无
伤。”曹先生说。

很快，司机的两个同伴
也赶到了现场。其中一人告
诉记者，这车里的氧气罐都
是空的。但有目击者称，司机
在做笔录时称氧气罐发生了
泄漏，所以消防人员才对氧
气罐进行降温，对附近喷水
稀释，避免高纯度的氧气遇
到明火发生危险。

事发后，交警和安监部
门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
场。在完成稀释之后，警戒线
被撤销，消防人员也离开了
现场。民警要求司机先将氧
气罐拉走，远离人群，然后再
将侧翻的车拉走。

请孙女士到本报领取线
索费30元

10日下午4点左右，车主找来货车装走了撒落的氧气罐，随后将侧翻的货车拖走。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线索征集

海海阳阳一一村村民民家家门门口口遇遇害害
受害人莫名被捅10多刀

老板失去联系

公司还被贴封条

刹车失灵，司机避险冲向路旁沙堆

货货车车侧侧翻翻氧氧气气罐罐撒撒了了一一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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