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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夏季“食药”关

本报 8月 6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韩学森）
今年章丘市征兵体检工作于
7月31日正式开始。记者从章
丘市人武部了解到，今年接受
兵役登记的适龄青年为3150
人，登记率99 . 1％，确定预征
对象1670人，经过初审初检，
最终上站体检青年为 1 0 7 0
名。其中，大学生320人，高中
生580人，初中生170人。

7月31日上午，刚从山东
师范大学毕业的绣惠小伙韩
帅正在排队等待体检，他打算
今年入伍。“当兵一直是我的

梦想，而且现在部队还扩大考
研加分范围，有一系列优惠政
策。所以说当兵无论是对自身
的锻炼，还是今后的发展都很
有帮助，家里人对我也特别支
持。”韩帅说。

据了解，今年的征集对象
仍以高中、职高、中专以上文
化程度的青年为主，大学毕业
生、在校生和准大学生优先征
集，在按入伍地城镇兵标准发
给优待金、实行学费资助、保
留学籍等原有优惠政策基础
上，今年又新增六条新政策鼓
励大学生入伍。设立“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将高校在校生（含高
校新生）服兵役情况，纳入推
免生遴选指标体系；将考研加
分范围扩大；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升本实行招生计划单列；放
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
业限制。

章丘市人武部兵员参谋
于航介绍说，“今年征兵体检
最大的变化是使用全国征兵
体检系统，政策标准解释统
一，兵种结论自动生成，体检
流程清晰流畅，情况统计全面
及时。不但提高了效率节省了

时间，还有效避免了差错。”于
航还表示，今年还大幅提高了
义务兵优待金，每人每年从去
年的13250元提至14730元。
章丘市人武部依托山东技师
学院开展“参军为国防，入伍即
入学，退伍即毕业，就业有保
障”活动，对入伍士兵和退役士
兵实行培训、入学、鉴定、就业

“一条龙”服务。
目前，征兵体检工作仍在

进行中，截止时间为8月8日。
体检结束后，8月份为体检、
政审阶段，9月1日至4日为定
兵阶段，9月5日起运新兵。

近日，为保障夏季食品药品消费安
全，圣井食药所联合街道办事处进行食
品药品大检查。检查中，监管人员发现药
店存在不按规定温度进行存放药品，餐
饮单位存在后厨卫生脏、乱现象，商店内
的散裸装食品未贴标识等问题，并下达
整改责令。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曹波
闫金奎 摄影报道

别让鼻炎“堵”了

孩子前程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巧治鼻炎有绝招

鼻干、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
鼻涕倒流、打呼噜、头昏脑涨、喉咙干，睡
觉用嘴呼吸很难受，尤其孩子得了鼻炎
经常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明
显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为了让孩子早
日摆脱鼻炎的痛苦和对学习的影响，不
少家长利用暑假为孩子治鼻炎。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扈氏鼻
炎膏］，独创“让肺打喷嚏治鼻炎”的中医
绝技。400年来，扈家专看鼻炎一个病，反
响强烈。扈家治鼻炎有个口诀：“一塞二排三
修复、猛打喷嚏你莫怪、脓鼻涕流得多、排出
鼻毒好轻松、保你来年不再犯。”意思是把扈
家祖传的黑色膏药沾满特制的棉签上放到
鼻道里，不到10秒钟，肺部就会不停地猛打
喷嚏，然后开始不停流鼻涕，把肺里的鼻炎
致病菌排出来，奇怪的是使用一周期后，
鼻子就通气了，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的
现象不见了。更奇怪的是连续使用3-4周
期后，来年鼻子的老毛病不再犯了。

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造福
于百姓，专家忠告：夏季由于温度升高，
血管扩张、血液循环旺盛更利于对药物
吸收，治疗时间短、效果更彻底！

免费体验热线：?0531-55505160

地址：章丘店：汇泉路二建公司西邻
50米路北。

“一站式购齐”

尽在德银五金
一提到德银五金，首先让人想到的

就是几个名词：“阳光采购”、“明码标
价”、“一站式购齐”。

一走进章丘德银五金店内整齐的货
柜之间，手用工具、电动工具、交电、机
电、照明、劳保、阀门、油漆、焊接、电缆、
低压电器、办公用品、标准件等上万个品
种标签上的价格清晰标注。顾客到德银
买五金无需讨价还价，直接挑货下单、超
市备货送货，交易轻松完成。

德银五金在“专业、规范、正品、低价”的
经营理念的基础上，一直秉承为客户提供最
全面的五金用具理念,特殊产品延长质保
期、退换货有绿色通道、服务态度好。随着客
户需求的增加,该店也在陆续引进新品牌工
具，为顾客提供最全面贴心的服务。

一网友买游戏装备遭遇连环骗

购购买买网网游游装装备备55440000元元打打水水漂漂
本报 8月 6日讯（记者

王帅） 近日，记者从章丘市
公安局民生警务平台了解到，
网游爱好者李先生在跟网友
购买游戏装备的过程中，被要
求缴纳一千元押金后才给发

“装备”，随后，李先生在对方
的“诱哄”下，陆续汇款5400
元后才发现上当受骗。

李先生一直特别喜欢玩
网游，经常在网上与网友组队

“打怪兽”。通过几次约玩，李
先生从网友那儿得知有人在
发布卖游戏装备的广告，据说
信誉非常好。

1日晚21时许，李先生在
家中上网玩一款名为“魔兽世
界”的网络游戏，在公众聊天

平台上看到了网友介绍的装
备卖家，李先生便与名叫“欺
负小号”的卖家聊了起来。了
解到李先生想要购买一款游
戏装备，“欺负小号”开出了价
格200元，并告诉李先生一个
YY号。

YY是一种团队语音工
具，经常玩网络游戏的人常用
它来进行多人语音聊天。而通
过YY，李先生又联系上了一
个昵称为“七煌景海”的人。

“七煌景海”用YY给李先生
发来了一个二维码，并告知支
付200元的装备钱，就可以拿
到想要的装备。

通过微信二维码转账成
功后，“七煌景海”却告诉李先

生，装备要“招兵买马”共同
“打怪兽”得到，怕李先生反
悔，要求交一千元押金，等装
备交易成功后，再把押金退给
他。

想着自己已经把200元
钱支付了，押金也返还，李先
生没起疑，便承诺先通过支付
宝汇400元，剩下的第二天给
支付宝充值后再补上。

没想到，第二天押金缴齐
后，“七煌景海”又以200元买
装备的单子过期为由，要求李
先生重新付款，并告知李先生
的微信支付有问题，财务上要
求先李先生的支付账户中要
有至少4000元的余额。怕之
前的钱都打水漂，李先生随后

支付了200元，并到银行ATM
机给自己的账户充值 4 0 0 0
元。

接下来，对方给李先生发
二维码支付链接，让李先生试
试运行是否正常。在李先生点
击“确定”后，发现账户里的
4000元全被划走了。而对方
竟说再交4000元才行。

这时，李先生才发觉自己
被骗，赶往派出所报案。

民生警务民警介绍，网络
诈骗的形式五花八门，不法分
子看准了受害人“侥幸、贪便
宜、怕吃亏”的心理，不断“诱
哄”诈骗，网民应提高警惕，不
可轻信网友，更不要轻易汇
款。

这这个个理理发发店店咋咋只只接接待待男男性性顾顾客客
暗藏色情服务，民警出动抓获11名涉案人员

本报 8月 6日讯（记者
王帅） 看起来是正规按摩、
理发的店面，店内职员却从事
着非法性服务，并且只给熟客
提供。近日，章丘市公安局明
水第一派出所将涉嫌卖淫、嫖
娼的 11名人员抓获，并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

7月24日，民警接到群众
举报，称章丘环湖路某理发店
只接待男性顾客，并提供非法
性服务。随后，民警蹲守暗查，
通过与出店顾客攀谈，发现该
店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下午4
时许，民警出动，将店内人员
抓获归案。

经审查，该店共有4名女
性店员，均在近期向熟客提供
过性服务，除3名男子被当场

发现正在接受性服务外，另有
4名男子被供出后由警方抓
获。

据民警介绍，该理发店平
时向顾客提供刮脸、理发、足
疗、保健等多项服务，其中足
疗、保健每次各50元。当陌生
的客人进店时，店员正常为客
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熟识的
客人来消费时，则额外“赠送”
性服务。

“在进行足疗或保健时，
店员会将客人领到一个单间
里，一般消费满 1 0 0 元就会

‘送’服务。”民警介绍，熟识的
客人消费时，一般也会找相熟
的女店员。女店员会私下询问
是否需要“大保健”，而“大保
健”除了正常的洗头、洗面、按

摩、踩背、敷面膜五项外，还意
味着手淫或发生性关系。之
后，客人根据情况，有时会多
付女店员一部分钱。

在民警的调查中，女店员
黄某显得非常紧张，特别担心
被家里人知道。34岁的黄某
目前已经离异，育有一子，据
其交代，为了照顾有病的父母
和年幼的孩子，自己只能想办
法挣钱。在给客人按摩的过程
中，黄某很容易就会发现客人
的生理反应，慢慢熟识了，自
己就会为客人提供手淫等性
服务，有时也会跟熟客约着出
去发生性关系，每次收费二三
百元。

“通常第一次我们只给客
人手淫，时间长了会提供其他

性服务。”女店员们称，自己服
务得好了，客人会常来找自
己，赚的钱也就多了。而熟客
也会介绍其他的客人前来消
费。

记者从章丘市公安局民生
警务平台了解到，近年来，通过
群众举报提供线索，警方破获
了多起卖淫、赌博案件，一些隐
蔽性强的违法案件得到有效遏
制，群众举报成为净化辖区环
境、提升治安管理的重要途径
之一。

民警表示，广大市民群众
在日常生活中如发现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后，可通过电话、
短信、微信、信函等多种方式
及时举报，共同维护和谐治安
环境。

预征
青 年在抽
血体检。

本报
记 者 石
剑芳 摄

东风风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西北探访之旅 章丘站》圆满结束。

70年前，中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谱
写出激扬壮烈的英雄史诗。

70年后，东风风神AX7传承军工血
统探访战地致敬抗战英雄!

8月4日，东风猛士空降章丘，8月5
日在章丘国仑4S店举办了发车仪式，前
往龙头山红色文化基地，在章丘城区及
各个乡镇进行巡游，致敬英雄。

东风风神用过硬的军工品质和实际
行动体现了从容进取，品质生活的品牌
口号。此次章丘站活动圆满成功。

东风风神，致敬英雄，自豪向前！

东风风神，

致敬英雄，自豪向前！

大大学学生生入入伍伍新新增增66项项优优惠惠政政策策
章丘1070名青年参加征兵体检

监管人员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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