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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钱钱吸吸毒毒，，““瘾瘾君君子子””转转而而贩贩毒毒
警方摧毁14人重大吸贩毒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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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循环旺盛更利于药物的吸
收，治疗时间短、效果更彻底！

免 费 体 验 热 线：0 5 3 1 -
55505160。

地址：章丘店：汇泉路二建
公司西邻50米路北。

别别让让鼻鼻炎炎““堵堵””了了孩孩子子前前程程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巧治鼻炎有绝招

七夕情人节是一个充满浪
漫和甜蜜的日子，如果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拿到一份特别的奖
品会不会更有意义？8月13日，
赶集好车推出“七夕秀恩爱抢
iWatch”活动，只要敢秀甜蜜合
照，即有机会获得iWatch一台。

据了解，本次活动从8月10

日持续到20日。用户关注微信
服务号“赶集好车”，发送自己
与另外一半及爱车的合照即可
登上恩爱榜单，号召亲朋好友
参与投票，最终票数最多的10

对情侣将会获得由赶集好车送
出的 iWatch、小米平板等智能
电子设备作为奖品，得票最高
的前100名都可以获得精美情
侣衫。不管你是要壁咚“她”、亲
吻“她”，还是要驾驭“她”，都可
以在赶集好车上狂虐单身狗。

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情人
节，一直是各大公司营销的战
场之一。作为国内新锐的二手
车电商平台，赶集好车致力于
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
买卖二手车服务。此次活动负
责人表示，赶集好车将通过一
系列活动回馈新老用户的大力
支持，同时激发他们的热情互
动，进一步让赶集好车的品牌
形象深入人心。

资料显示，赶集好车取代了
黄牛等环节，共节省出15%-20%

的交易费用让利给买卖双方。赶
集好车对车源进行了限制，规定
平台上卖方的车只能是6年10万
公里以内的个人二手车，并建立
了专业化的车辆评估检测团队，
赶集好车项目人员也会全程陪
同交易，免费代办过户。

七七夕夕来来袭袭
赶赶集集好好车车狂狂送送iiWWaattcchh

本报 8月 13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曲响玉）
今年 2月份起，通过对抓

获的吸毒人员的审讯，章丘
警方逐渐发现一个交易隐蔽
的吸贩毒团伙。经五个月的
布网侦查，警方一举摧毁该
吸贩毒团伙，抓获涉案成员
14人，缴获冰毒37克。

今年 2月份，根据民生
警务平台的群众举报线索，
章丘警方抓获一名吸毒人
员。审讯中，该吸毒人员供出
其吸食的冰毒来源于“阿
峰”、“阿超”二人。随即，警方
侦查发现，阿峰、阿超以刁镇
一家宾馆为据点，贩卖冰毒
给邹平及章丘的吸毒人员。

办案民警发现，阿峰、阿
超本受雇于一名叫“贝贝”的
28岁女性，所有毒品均找贝
贝拿货，两人则负责找下家
散货。慢慢地，两人开始单
干。通过向淄博、邹平、济南
吸毒人员销售毒品，两人的
贩毒量逐渐加大，平均50克
冰毒三天左右就能卖完，价
格也基本翻一番。

“阿峰、阿超非常狡猾，
平时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临时住所也经常更换。”民警
介绍，该团伙成员的犯罪交
易多选在偏远乡镇及城乡接
合部，吸贩毒作案点较为隐
蔽，阿峰、阿超从不与陌生人
直接交易，通过熟人介绍才

会进行买卖，交易地点也由
二人指定，并在凌晨两三点
进行交易，破案难度非常大。

“两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如
果发现居住地附近出入陌生
车辆、人员，他们会立即将门
窗关死，好几天都不再有任
何活动。”

通过近五个月的布网侦
查，专案组逐渐摸清了该吸
贩毒团伙的人员构成、贩毒
网络。7月29日，专案组雷霆
出击，两队民警分赴邹平、章
丘，抓获涉案人员14人，一
举摧毁了以贝贝、阿峰等人
为首的吸贩毒团伙，缴获冰
毒37克。

经审讯，贝贝为章丘本
地人，无固定工作，长年在淄
博、邹平、章丘从事毒品贩
卖。其与阿峰、阿超三人自身
均有很大的毒瘾，在吸食毒
品的过程中，因无力承担购
买毒品的昂贵费用，转而走
上贩毒的道路。

在看守所内，记者见
到了阿峰、阿超。据二人交
代，起初看到朋友在“玩”，
慢慢接触上了毒品，在朋
友的诱导下，自己也开始
尝试着吸食，逐渐控制不
住染上毒瘾。

目前，该吸贩毒团伙中
五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九
名吸毒人员被治安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没没付付钱钱拉拉走走了了11..88万万元元的的设设备备
一物流公司疑遭骗子设局，货被拉走后款迟迟未到账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
帅） 说好的货到付款，可是货
到了，也拉走了，款却没付，打电
话找收货人，却“关机不在服务
区”。近日，记者从民生警务平台
了解到，从事物流速运的苏先生
遭遇了这样一件收不回货款的
配送经历。

7月12日，在章丘市某物流
公司工作的苏先生接到了一份
运单，配送的货物为八大箱音响、
灯光照明之类的设备，从临沂收
件，送至章丘，货到付款总计
18500元。7月14日一早，货物抵
达章丘，跟往常的收发程序一样，
苏先生给提货人刘华（化名）打电
话通知其来取货。

“他说他太忙，让别人代他来
取，跟我要一个银行账号，把货款
直接打到我的账号里。”苏先生
说，平常也有顾客是这么结算的，
也没有多想，就把账号告诉了刘
华。

当日上午11时许，一个40
多岁的男子来到苏先生处取八
箱音响等货物，苏先生跟对方
结算货款，对方说自己只是出
租车司机，刘华付钱让他来拉
走货物。于是苏先生又跟刘华
联系，刘华告诉苏先生，先让司
机装货运走，自己已经打了款，
估计马上到账。随后，苏先生记
录了出租车司机的姓名、电话、
身份信息，并将八箱货品转交。

当天取送货的运单较多，
一个多小时后，苏先生才得空
查找银行账单，结果发现并未
打款，再给刘华打电话时，他的
手机却“关机不在服务区”了。
苏先生随即联系出租车司机，
却被告知货物早已按照刘华的
要求，卸在了济阳汽车站附近。
接下来的两天，苏先生不断拨
打刘华的手机，却均关机无法
联系。7月16日，无奈的苏先生
到章丘市公安局明水第一派出

所报案。
接警后，民警立刻展开调

查，发现出租车司机所说属实。
根据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7月
14日中午12时30分许，一辆银
色小货车停在济阳汽车站西第
一个路口北侧，几分钟后，一名穿
红色上衣的男子小跑到车边，跟
随小货车开走。出租车司机表示，
之后车开到往北百米外的一个
小桥上，随后将货物卸下，男子
与其结账后离开。

民警介绍，收货男子卸货
地点恰好没有监控拍到，收货
人的手机号码也非实名购买，
男子身份尚无法确定，案件正
在进一步追查中。民警表示，在
民生警务平台统计的案件中，
物流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较多，
但诈骗案件相对较少，市民在
使用物流收取件时，应注意维
护自己的权益，及时确认相关
信息，防止被盗被骗。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记者从章丘市公安局了解到，今

年以来，警方先后组织集中行动五
次，出动警力120余人次，全面开展
禁毒会战，摧毁吸贩毒团伙六个。同
时，公安机关对章丘登记备案的易
制毒化学品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
清理。

据介绍，毒品案件不同于其他
的刑事案件，具有团伙作案、隐蔽性
强和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一旦发
现涉毒案件线索，警方即动员全警
合作全力侦破。

在打击吸贩毒案件的同时，警
方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单位等有可
能成为毒品源头的管控工作。日前，
警方对章丘登记备案的易制毒化学
品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清理，严格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证的审批
工作，对检查出现漏洞不及时整改
的单位，或者不配合检查的单位一
律停止审批。

同时，记者了解到，警方联合各
镇、办事处社区戒毒办公室，建立起
信息通报、联席会商等工作机制，确
保社区禁毒落到实处。通过加强对
社区戒毒人员的管控，积极发现破
案线索，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5次集中行动

捣毁6个吸贩毒团伙

相关链接

客客车车撞撞人人后后爆爆胎胎
仍仍奔奔三三公公里里
为躲货车撞上逆向车道的摩托车，
摩托车主不幸身亡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高俊） 为躲
大货车驶入逆向车道，不料撞
到正常行驶的摩托车，肇事司
机不仅没有停车，反而驾驶已
爆胎车辆继续西行三公里，随
后弃车逃离。近日，涉嫌交通肇
事逃逸的驾驶员郭某被警方刑
事拘留。

4日22时10分许，章丘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122指挥中心接
群众电话报警称：在刁镇索芽
路董家村西，一辆二轮摩托车
发生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员
受伤，肇事车辆逃逸。

接警后，交警大队事故中
队指导员李淑金、民警曹洪卫
迅速出警赶到现场，此时伤者
已送往医院抢救。据围观群众
反映，时值夜间，事发突然，现
场并无目击证人，附近群众听
到车辆碰撞的声响后赶到现
场，当时肇事车辆已经逃逸。据
了解，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因伤
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交警大队成立专案
组进行现场勘验。“当时现场零
星散落着一些银灰色碎片，现场
路面有明显的向西延伸的轮胎
轧痕。”办案民警曹洪卫介绍，通
过综合分析，专案组初步判断肇
事车型是银灰色小型普通客车，
向西逃逸，且肇事车有可能轮

胎已经爆胎。
民警沿着路面轮胎轧印的

痕迹向西追踪，大约三公里后，
在刁镇时东村村头，民警发现
一辆遗弃的车牌号鲁AXK057

小型普通客车停在路上，车头
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并且左前
轮胎爆胎，驾驶员不知去向。通
过比对，民警确定鲁AXK057

小型普通客车就是肇事逃逸车
辆。

5日凌晨，专案组锁定了肇
事逃逸车辆的车主郭某，随即
前往郭某家中。然而郭某并未
在家，其家人反映郭某在前日
开车外出后至今未归。民警向
其家人说明了事故情况，并告
知案件严重性。5日上午，在家
人的劝说下，郭某到交警大队
投案自首。

据郭某交代，当日驾车时
与一辆货车会车，为了躲避货
车，其逆行至道路左侧，没想到
迎面正有一辆两轮摩托车驶
来，车速较快的郭某反应不及
便将摩托车撞倒。撞车后慌乱
的郭某顾不上左前轮爆胎，仍
将车辆开出三公里，后弃车逃
离。

目前郭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民警提醒，在狭窄路段会车
时，应减慢车速，靠右避让，切
不可违规行驶。

近日，章丘市白云湖镇联合公安、市场监管、食药监管、安监等部门，对
辖区12家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安全生产标准化、特种设备等进行检查和
指导。检查中，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一家企业存在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并指导
整改。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范德琳 摄影报道

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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