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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门门推推销销清清洁洁剂剂，，假假的的！！
烟台一市民买了近5400元的清洁剂，清洁效果不明显

暑假已经来临，家长咨询祛
痘的问题逐渐增多，小编为战痘
的朋友寻找克敌良方，让我们去
烟台佐康专业祛痘中心，看她们
有什么高招？此前本报也曾连续
宣传过烟台佐康专业祛痘中心
神奇的治疗效果和她的专业背
景：佐康是一家全国连锁的专业
祛痘机构，10余年的治痘经验，
全国六百多家连锁店，治愈患者
数万例，由于她完美的祛痘效果
和全国连锁的免费疏通售后服
务，赢得了痘友的好评。

小编在佐康看到许多家长
陪同孩子在等待治疗，一打听原
来都是想在放假时赶紧把一脸

的痘痘去掉。家长赵先生说：“孩
子学习压力大，学习紧张，长了
一脸的痘痘没时间治，买了许多
药擦反而更严重了，因为长痘，
孩子心理负担很重，不爱和人接
触，现在放假，赶紧给孩子彻底
治治，别影响孩子以后找对象找
工作，打听到佐康是一家专业痤
疮治疗中心，专门治疗各种痘
痘，痘印、痘坑。并且承诺“包卡
祛痘”口碑很好，所以就来了，现
在经过几天的治疗，孩子的脸明
显好转，孩子也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看来祛痘还真要选对地方。

佐康祛痘范围
烟台佐康祛痘中心作为烟

台首家专业祛痘机构，落户烟台
10年来，已为无数痘友解除了烦
恼。针对各种粉刺、痤疮、青春
痘、痘印、痘坑、毛孔粗大，黑鼻
头以及滥用祛痘产品导致的过
敏、激素痘，激素依赖性皮炎等
有奇效，非常严重的痘痘二十天
左右都能彻底祛除，治好后不复
发！
99元3次体验健康祛痘等你参
加！

1、免费检查皮肤情况，确诊
类型，免费定制祛痘方案。

2、参加99元3次活动可获赠
价值68元纯植补水膜一份。

3、进店当天包卡祛痘，赠送

价值980元祛痘产品。
芝罘佐康总店：6263931

开发区佐康店：6398791

烟 台 佐 康 网 站 ：
www.yantaiqudou.com

佐 康 总 部 网 址 ：
www.zkqudou.com

全国加盟咨询：18604606080 张
经理

一一个个暑暑假假 不不再再““痘痘””留留
本版提供“99元体验3次健康祛痘”名额60名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于
飞) 近日，芝罘区魁玉花园小
区的孙女士家里来了一名女子
推销清洁剂，59元一瓶，购买清
洁剂可以免费送家政服务，孙
女士动了心，一下子买了近5400

元的清洁剂，清洁效果也不明
显。孙女士想让对方来家里打
扫卫生，联系不上对方，才知道
上当受骗了。

孙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天
家里来了一名女子推销清洁
剂，59元一瓶，对方说这种清洁
剂清洁效果很好，而且还送服
务。对方还说，购买清洁剂可以

免费送家政服务，随叫随到。
“那个女的说，来家里打扫

卫生的时候，碗筷和衣服不给
洗，其他的地方都给打扫，可以
擦窗户、家电，家里的空调也可
以给拆开清洗，厨房里的抽油
烟机这样难清洗的也有专业人
员给洗。”孙女士说，慢慢地她
被对方说动了，决定买一箱。

然而，对方告诉她，买一箱
送的服务少，劝孙女士一下子
买三箱，以后三年都可以给孙
女士家里免费做家政服务，随
叫随到不限次数。“我觉得请一
次家政也要两三百，这个还挺

合算的。”孙女士说，买了三箱
清洗剂一共花了近5400元，当
时推销员说周末来给孙女士送
一个自动擦地机和1000元的购
物卡，可是最后也没有来送。

孙女士试了一下清洁剂，
清洁效果并不明显。孙女士想
让对方来家里打扫卫生，起初
电话还能拨通，后来就打不通
了，才知道可能上当受骗了。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随便
给陌生人开门，面对这种上门
推销的产品要慎重购买，莫贪
小便宜，应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骗。

趁趁老老总总出出差差，，员员工工监监守守自自盗盗
数十万元建筑器材当废品卖掉

本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周福基 王光明 记者 柳
斌 ) 明明是盗窃公司财物却
打着为公司利益着想的名义，
一房产公司员工趁老总出差将
施工工地存放已久的塔吊、卷
扬机、搅拌机、钢管等物资切割
变卖。芝罘公安分局法制大队
民警历经几个月的调查，某房
产公司员工赵某在确凿证据面
前承认犯罪事实，发生在市区
内一起离奇盗窃案全面告破。
近日，犯罪嫌疑人赵某因盗窃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并
被判处罚金2000元。

2014年3月，烟台某房产公
司董事长陈某从香港回到烟
台。当陈某来到该公司位于芝

罘区面市街附近的一个工地
时，惊奇发现工地上的建筑机
械和建筑器材都不见了。之后，
该公司经理助理魏某到公安局
报案称，该公司在芝罘区面市
街的工地上的塔吊、卷扬机、搅
拌机等物品被盗，总价值人民
币数十万元。

“塔吊长几十米、重几十
吨，犯罪分子是如何搬走的？而
搬动如此巨大的物品，不可能
不被人发现。”芝罘公安分局法
制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
查后，一系列问题摆在民警面
前。据了解，面市街位于闹市
区，每天人来人往，可谓闹市区
中发生了奇案。

经过民警调查，该公司员

工赵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因为
赵某曾找到单位负责人，说因
为公司工地上的钢管时间长都
锈蚀了，而且经常有小偷来偷，
他为公司的利益考虑，在春节
期间把公司工地上的钢管找收
废品的卖了，共卖了5000元钱，
并打算把钱交给公司。至于公
司的塔吊、卷扬机、搅拌机等东
西，赵某称不知道是被谁偷走
了。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盗窃
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
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的
行为。如按赵某所说，他不是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处置公司财
产，那么他的行为就构不成犯
罪，充其量只是非法处置公司

财产，承担责任也只须承担民
事赔偿的责任，不需要承担刑
事或行政责任。”办案民警介绍
说。

专案组民警决定从外围入
手，搜集证据。专案组分头行动，
先后奔赴福山、芝罘、莱山等地，
几乎访遍了烟台市周边的废品
收购人员。经过专案组6名民警
半个月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镇将收购赵
某废铁的田某找到。

在铁的证据面前，赵某终
于承认是他将公司物品卖掉，
共获利19000元。近日，犯罪嫌
疑人赵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半，并被判处罚金
2000元。

女女子子无无证证开开车车““练练手手””撞撞伤伤人人
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女子自担巨额赔偿

本报8月27日讯 (通讯员
林健 记者 柳斌 ) 近

日，正在学车的牟平的李女士
开着自家车“练手”，却错把油
门当刹车将一位过马路的男
子撞伤。由于李女士属于无证
驾车，保险公司按规定不予赔
偿，李女士将独自承担受伤男
子住院治疗的花销、陪护费和
误工补助等费用。

李女士在牟平一家驾校
报名学车，准备考取驾驶证。
近日，李女士在乘坐丈夫驾驶

的自家车外出时，突发奇想，
要求丈夫坐于副驾驶位置，监
护自己驾车顺便练习一下驾
驶技能，丈夫经不住李女士的
再三要求，在明知妻子尚未考
取驾驶证的情况下，将车交由
李女士驾驶。

李女士开车经过牟平城
区一繁华路段的路口时，本
想停车等待红绿灯放行信
号，脚踏刹车过程中，因技术
欠佳、心慌意乱，错将油门误
为制动踏板，随脚猛地踩下，

加油后的轿车轰然向前冲
去。李女士慌乱之中，因为采
取措施不当，将一横过马路
的男子撞倒在地，致该男子
身体重伤。事发后，男子被

“120”急救车接往医院救治。
经检查确诊，男子尽管无生
命危险，但其胸腔内脏和头
部及四肢，均有不同程度的
损伤。住院治疗费用最少需
要六七万元。

交警部门依据事故实事
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李女

士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全部
责任，尽管李女士所驾的自
家车已投全额保险，但因其
属于无证驾车，保险公司按
规定不予赔偿，男子住院治
疗的花销、陪护费和误工补
助等费用，将由李女士自行
承担。此外，李女士丈夫，在
明知妻子没有考取驾驶证的
情况下，仍然将车辆交由妻
子驾驶，被交警部门给予罚
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的处罚。

从9月1日至10日
前进路全封闭施工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蒋楠 昭文) 记者从

市政部门和新奥燃气公司获悉，为
了改造燃气管道的需要，前进路(建
设路至西炮台东路路段)将整体全
封闭施工。该路段施工从9月1日起
至9月10日止，为期10天时间。施工
期间将禁止一切车辆从此通行。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进出西
山区域的车辆可从南大街或芝罘
屯路绕行。届时，途经该路段的公
交线路将做临时调整。

芝罘市场监管局
严查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张立尧 虢毅) 新
学期即将开学，芝罘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构筑三道防线，强化对中小学
校及周边食品安全整治，严厉打击
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为
学生食品安全保驾护航。到目前，
共出动执法人员232人次，检查各
类经营户117户。

全面检查辖区校园内和学校
周边的食品店、流动食品摊点销售
的乳制品、豆制品、糖果糕点、膨化
食品、饮料等。重点检查学校内食
品商店及学校周边食品经营摊点
的证照是否齐全；进货检查验收、
索证索票、购销台账和质量承诺等
制度是否落实；所经营的散装食品
是否有QS标识，有无销售“三无”
食品和假冒伪劣、有毒有害、过期
变质及其他不合格食品等。

加大食堂检查力度，构筑安全
防线。家长发现有商家销售不合格
食品、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
可打12315、12331举报。

莱山区建起首座
建筑垃圾处置场

本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牛立志
郝其林 记者 赵金阳) 昨日，

烟台市莱山区建筑垃圾处置场正式
启用。莱山区结束了建筑垃圾长期无
序处理的状态，而且闯出了一条利用
建筑垃圾修复山体的新路。

这处在山坳中的建筑垃圾处置
场，经过规划和建设，坑洼不平的山
地变得平坦开阔，场区内井然有序
纵横交错修筑了3条道路，这些道路
同时把场区划分为不同的处理单
元，建筑垃圾按照不同的类别运送
到不同的单元区域进行分类暂存和
整理，继而按规划进行填埋、压实。

莱山区市容环境管理处郝其
林副处长称，莱山区建筑垃圾处置
场于2014年8月正式动工建设，总
投资600余万元，占地约7 . 6公顷，
可消纳300万立方建筑垃圾。与传
统的单纯消纳处置不同的是，莱山
区建筑垃圾处理场还肩负着修复
山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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