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12 世事

2018年3月14日

老人参加免费讲座

会议记录揭秘
如何被买3.5万保健品
79 岁 的 王
老先生日前参
加了一个“免费
讲座”， 一口气
买回3.5万元“茸
胶 归 苓 口 服
液”。 沉甸甸的
口服液装了满
满两大箱，共
1260支，按一天
两支计算，要吃
近两年。
而吃了不
到一个月，王老
先生就进了医
院。 脑萎缩、腔
隙性脑梗塞、脑
白质脱髓鞘改
变、 高血压3级
……
针对老年
人的保健品“骗
局” 屡禁不止，
他们是如何为
老年人设下“套
路”，步步引诱？
王老先生参加
免费讲座的“会
议记录”， 或许
能给出答案。

●吃了半个月，
老人住进医院
王老先生是高级工程师， 毕业
于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采
矿专业。
去年5月,王老先生接到九森康
保健食品公司的电话称， 为回馈新
老用户， 他们将举行公司成立九周
年答谢会， 这次活动的力度比以往
任何一次都大。
此前， 王老先生购买了这家公
司销售的松针油，他决定去看看。没
想到的是，听了4天讲座，他花3.5万
元买回的保健品， 刚吃了不到一个
月就让他住进了医院。
医生告诫， 保健品可能存在成
分不明的情况， 长期大量服用这类
保健品，可能会对生命构成威胁。
●连环套路，

老人招招接不住
“
当时没想那么多，看见别人掏
钱，自己就痛痛快快掏出来了！ ”王
老先生说，家里的抽屉里，还保存着
当时的
“
会议记录”。
讲座第一天，王老先生就去了，
讲座会场上到处是大红的横幅，上
感恩”的字样。 一位姓蒋的
面写着“
主讲人说：“
产品只送不卖， 回馈新
老会员，这是宗旨”！
第二天， 主讲人开始推荐一种
“
细胞治疗仪”，主题还是“
感恩”，细
胞治疗仪也是不卖的。 王老先生记

得，主讲人站在台上，激情四射，“你
要是有诚意，就先交5000元，你拿回
家用了，第二天把钱退给你”。
第三天的主讲人是一位“慈善
家”， 他讲了自己研发防止心梗、脑
梗、抗癌新药的经历，并且为了表达
对会员的诚意，这个药也是先收钱，
你拿回家用，再退钱。“
没有钱怎么
办？回家取，去借，去贷款！反正是要
还你们的。 ”王老先生的笔记上，记
着这样一句话。
第四天，讲座也是说这个新药。
一开始说只送不卖， 不能要你们的
钱。 到下午，工作人员开始认在座的
老人为爸妈，每个人都要抱一抱，那
场面还挺感人。 王老先生想，钱反正
是要还的，可以试一试，于是回家取
了钱，以每组5000元的价格，购买了
7组，共计21盒煜红牌“茸胶归苓口
服液”。
王老先生住院时， 就找到当时
销售保健品的工作人员，但对方说，
钱会退给他，让他等一等。 但从6月
等到8月，再等到10月，仍没有拿到
退款。

记者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网站查询， 输入商品包装上的
名称、 厂家、 生产许可证号联合查
询，显示无该商品。而仅输入商品名
称“煜红牌茸胶归苓口服液”查询，
则显示为： 洛阳百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生产许可证号为“国食健字
G20110391”的保健品。
随后，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上进行了查询， 显示该
公司于2015年6月1日登记， 目前已
经是注销状态。
市消委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如
果身体不适应当到正规医院向医生
寻求帮助， 不要轻信经营者推销保
健品的功效。 购买保健品，应了解经
营者的经营资质以及保健品生产审
批资质， 一旦发现所谓的“健康讲
座”骗局，及时报警。
■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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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现， 在短视频平台上
大牌” 化妆品的视
有人公开发布自制“
频。 记者在这段一分多钟的视频中看到，
这位主播分别自制了口红、气垫粉底、眼
影等化妆品，并且都是
“
国际大牌”。
在几个短视频平台上，记者以“
自制
化妆品”、“
自制口红” 等关键词搜索，发
现有很多自制“大牌”化妆品的视频，其
中部分主播会公开售卖其自制产品。

河北省香河县公安局13日透露，该
局辖区一店主因不满他人货车停到自
家店门口， 偷放车气并将轮胎螺丝拧
松，导致车辆行驶中刹车失灵酿事故。
警方介绍，3月12日， 香河县公安局
市场派出所接薛某报警称：其小货车因
车胎螺丝被人松动，在嘉亿龙家具城门
前发生事故。 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经现场调查询问，12日上午，因市场
车位紧张，薛某将车辆停在不远处的王
某店铺门前。 中午前，薛某正要驾车出
行，发现小货车右后轮胎没气了，怀疑
是被他人故意放气。 薛某正在向他人打
听情况的时候，王某承认是其故意将薛

为

自制化妆品近年来成为一种流行趋
势，但其安全问题也备受诟病。 记者在电
商平台搜索发现，一份可制作6管口红的
原材料售价为18.9元，平均成本3元一支。
如想要仿造知名品牌， 电商平台也
有售卖各种知名品牌口红的空管的卖
家，价格在2元到6元不等，这些口红空管
从外形上看与正品相似度极高， 都带有
品牌商标。
■北京青年报

某车胎放气。 王某借来气泵将右后轮胎
打气后，薛某驾车离开。 车辆行驶一公
里多后，薛某感觉车身不稳，正要减速停
车检查时，突然货车左侧车身下沉，薛某
发现左后轮胎已经脱落并甩出在公路上
快速滚动。 刹车失灵，薛某迅速将车熄
火，握稳方向盘，任由车辆在公路上滑行
20多米后才最终停下来。
正在民警调查核实情况时，薛某的
店员打来电话，原来是王某让店员通知
薛某开车注意，其同时将货车左后轮胎
螺丝拧松，但为时已晚。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破坏
交通工具被警方刑事拘留。 ■中新网

男子谎称有女友
因被父母催逼带回家自杀
因为不堪父母催婚， 杭州32岁的小
刘（化名）谎称已有女友，父母又多次要
求把女孩带回来见面，小刘“走投无路”，
竟自杀……
3月12日记者从杭州警方获悉，杭州
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西兴派出所10日处
置一起因“催婚”引发的自杀未遂事件，
涉事男青年被救回。
据介绍，小刘单身多年，但经不住父
母反复催，谎称已找了女友。 父母拿出30
多万元积蓄， 叫他买车， 早日带女友回

家，尽快完婚。
3月10日， 父母又催问见女友的事，
觉得没退路的小刘留下遗书自杀， 过程
中被弟弟发现并报警。 西兴派出所民警
赶到时，家人已救回小刘。
经查看，小刘昏迷不醒，但有呼吸，
民警迅速联系120，将他送至医院。 醒来
后，小刘向警方说出真相：“
已经有女友”
是骗爸妈的，同时自己早已辞去工作，但
不想让父母担心， 每天早出晚归假装去
上班。
■澎湃新闻

内蒙古首例
智能定位机器人手术成功实施
13日，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微创
介入科主任冯铁虹高效完成了内蒙古
首例智能机器人定位系统引导下放射
性粒子植入。 冯铁虹说，“
精准穿刺是手
术成功的关键，智能机器人定位系统能
够完成精准的三维定位穿刺，从而实现
微创治疗中高效、安全和多目标优化”。

在医学领域， 智能机器人定位系统
有效地避免了二维视野的单眼视觉图像
没有深度感的缺陷， 使术者术中定位更
精确，操作更灵活，大大降低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由于定位精准，对于疾病的早期
诊断，提高疗效同样具有良好的作用。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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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扫一扫

加入广告刊登群
群人数过 100，先加群主微信接受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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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补。
淮安市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
淮安市淮阴区畜牧兽医站依据 《事业单位
小区周围有南京外国语学校淮安分校、清浦
码：123208004694858424）、 淮安市突发事件新闻应急中心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淮
开明中学、南京鼓楼医院淮安分院。 交通枢纽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8004694861082）依据《事业单位
阴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其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淮安市事业单位
段，出行极为方便，多条公交线路通过本小区。
工作职责由淮安市淮阴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淮安市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
如推荐好友成功交易后可获三万元奖品。

现场看房热线：13016584519 王女士

联系方式：15861748888 周先生 13511543888 刘女士
本刊声明： 1.本报按《广告法》的要求对所有刊登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如不确定，建议事先咨询律师或
相关部门,凡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自行负责。 2.凡是使用我们的服务（包括提交信息和使用信息等），即为自动接受以上各项要求。（注：请勿相信征婚栏
目中任何一方的借款汇款要求，建议当面查清对方证件后再进行交往。 本广告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 ）

心、淮安市淮阴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承担，相关债 公室工作职责由淮安市互联网舆情中心承担，相关债权及债
权及债务关系由淮安市淮阴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务关系由淮安市互联网舆情中心承担；淮安市突发事件新闻
应急中心工作职责淮安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承担，相关
制中心承担。
债权及债务关系由淮安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承担。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淮安市淮阴区农业委员会
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
2018 年 3 月 14 日
2018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