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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元/盒的虫草片一瓶只值几元钱，70多位老人共被骗100余万元

一专骗老年人钱财的团伙被抓了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一诈骗团伙打着
答谢会的幌子，以送鸡蛋、送金
项链和玉镯等形式吸引老年人听
课，在骗取信任后，趁机兜售高
价保健品，导致陵口镇 70多位
老人上当受骗，被骗金额共计
100余万元。10日，记者从警方
获悉，这个专门诈骗老年人的犯
罪团伙已被陵口派出所打掉，9
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归案。

9月初的一天下午，陵口镇
景大爷散步到集镇某大酒店前，
一男一女上前给他发了一张宣传
单，告诉他第二天上午在该大酒
店搞活动，参加活动的人都可以
免费领取8个鸡蛋。随后，不仅
是景大爷，集镇上很多老人都遇
到了类似天上掉下馅饼的“好
事”。

第二天早晨，景大爷匆匆赶
到该大酒店会场，只见会场已座
无虚席，会场中央挂着“寿皇答
谢会”的横幅。一名叫包某的女
子正在台上讲课，声称自己是香
港寿皇集团的办公室负责人，活
动是由寿皇集团举办，公司财力
雄厚，此行是为了陵口镇老人的
身体健康而来。讲课持续了一个
多小时，其间还有几人负责维持
会场秩序、门口把风，不允许老
人拍照、录像、打电话等。讲课
结束后，每位老人都领到了免费
赠送的8个鸡蛋，并被告知第二
天活动继续进行，只要到场听课
即可免费领鸡蛋，并让他们带更
多的老人来听课。景大爷回去

后，把此事告诉了老伴儿，老伴
又把这一“喜讯”告知其他老
人。

一时间，“听课就可以领鸡
蛋”的消息迅速传开，吸引了更
多的老人前来听课。就这样持续
了3天，包某等人以这种方式向
老人们灌输需要保养身体的理
念，逐渐取得了老人们的信任。

3天后，自称寿皇集团负责
人的黄某来到会场，她声称寿皇
集团一直专注于做慈善，注重孝
敬老人，这次来陵口镇带来了一
份贵重的礼物，就是比黄金还珍
贵的“藏极草虫草子实体片”，
该产品由寿皇集团自主研发，将
西藏最好的冬虫夏草制成了实体
片，可以治疗睡眠不好、肠胃不
适、肺结核等症状，甚至可以补
肾壮阳、治疗癌症。同时，现场
还播放了用冬虫夏草制作实体片
的视频和电视广告。随后，黄某
现场拿出一盒虫草片，将其中的
3瓶以1300元一瓶的价格卖给了
3位听课的老人，并将钱分别装
入三个红包，写上购买人的姓
名，还当场送给3位老人每人一
根黄金项链，声称第二天还会给
这3人包一个大红包，并且表示
这次是来搞活动做广告的，不收
钱。

随后，黄某又拿出 6000 元
一盒的“藏极草虫草子实体
片”，买一盒送两盒，同时再送
一根黄金项链、一个玉镯和一个
红包，并再次强调自己是来打广
告的，暗示这些老人花钱购买东

西后，最终还会把钱全额原封不
动地返还。现场听课的老人纷纷
以 6000 元一份的价格购买了一
份或者多份产品，交钱的时候，
工作人员和之前一样，将钱分开
包起来，并在包装袋上面写上各
自的名字，还要求他们“红包只
能回家后才能打开”。

谁知，购买藏极草虫草子实
体片的老人回到家中后，发现所
返还的红包中只有 500元，而不
是预期的 6000 元。当老人们翌
日一大早再次赶到现场时，黄某
等人早已携款逃离。

当天上午，陵口派出所陆续
接到被害人报警。经侦查，办案
民警发现“藏极草虫草子实体
片”中并没有虫草成分，而是类
似木糖醇的食品，其实际销售单
价为几元一瓶，而所谓的金项链
和玉镯则是价值十几元钱的假
货，点火一烧就断裂，这是诈骗
行为。随后，民警经过几天侦
查，兵分三路，在常州多个地方
相继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之中。警方提醒中老年群体，千
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一些所谓的
养生讲座实际上就是推销活动，
而推销的产品号称价廉物美，其
实很多都是没有标识的“三无产
品”。此外，一些大型饭店、演
出场所在遇到客户租赁场所时，
要摸清楚该公司和企业的资质是
否齐全，办理大型讲座时应当事
先去当地派出所进行报备。

图为类似木糖醇的藏极草虫草子实体片。

老人们购买的保健品。 大红包内的金项链和玉镯。
记者 王国禹 摄

“买玩具返陈列
费”可能是骗局

本报讯（记者 李潇）近日，
开发区一店主周女士拨打本报
民生热线 86983119反映，有自
称广东某玩具公司的销售人员
上门推销，并附加很多优厚条
件，她花了3000元进货后，这些
销售人员却再也联系不上，而其
所购买的玩具全是伪劣产品。

周女士在开发区新欣市场
附近开童装店，据她介绍，前几
日，一男一女自称是广东一家玩
具公司的销售人员，说只要购买
他们公司的玩具，就免费赠送货
架，若将玩具摆在货架上，每个
月能得到 300元的陈列费。另
外，每个月卖不出去的玩具可以
更换新品，累计进货6000元，还
能获赠一台摇摇车。周女士付
了 3000元购买了包括陀螺、玩
具枪、小汽车等在内的塑料玩
具，而对方只写了一张收条后就
离开了。

周女士告诉记者，对方离开
后，她拆开其中一个玩具包装，
发现玩具做工非常粗糙。随后，
她将玩具拍照发给玩具公司的
朋友看，朋友告诉她这是“三无”
产品，成本不到一元钱。周女士
赶紧拨打销售人员留下的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随后，周女士
报了警。

“买玩具返陈列费，这是个
骗局，希望大家能以我为鉴，遇
到上门推销玩具的多留个心眼，
以免上当受骗。”周女士说。

要当心！

专科名称

肺部疾
病诊疗
中心

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

心内科

心内科

肾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呼吸内科

肿瘤科

肿瘤科

普外科

肝胆胃肠外科、甲
乳科、微创外科

泌尿外科

影像诊断

胸外科

呼吸内科

专家信息
肖湘生

（上海长征医院）

赵学维专家团队
（上海长征医院）

李兵专家团队
（上海长征医院）

黄树其
（上海长征医院）

盛延生
（本院专家）

陈金明
（上海长征医院）

徐义明
（本院专家）

张翼翔
（上海长征医院）

杨峰（本院专家）

唐顺广
（本院专家）

张梅
（南京中大医院）

沈小章
（本院专家）

顾晓怡
（南京中大医院）

王俊生
（本院专家）

霍中华
（解放军454医院）

陈向东
（上海市静安区中

心医院）

坐诊时间

每周二上午

每周二上午

每周二上午

每周六上午

每周二

每周五下午、
周六上午

每周一上午

每周三、周四

每周六上午

每周二、周四

10月25日上午

每周一、周三、
周五（均上午）

10月25日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每周二上午

每周一、周四
（均上午）

专科名称

胸外科

神经外科

骨科

骨科

骨关节、骨创
伤专科

眼科

口腔科

中医男科

中医科

妇科

妇科

妇产科

妇产科

生殖中心

疼痛科

康复科

专家信息
张传生

（南京81医院）

赵豪杰
（本院专家）

刘伟
（本院专家）

文立臣
（本院专家）

郭玉东
（南京中大医院）

汤备
（本院专家）

陶长仲
（上海长征医院）

张西毛
（本院专家）

黄锁林
（本院专家）

刘惠娣
（本院专家）

王燕
（本院专家）

许珍
（本院专家）

赵维英
（南京中大医院）

袁春燕
（南京中大医院）

孙岩军
（南京中大医院）

汤从智
（南京中大医院）

坐诊时间
每周三、周四、周

五（均上午）

每周一、周三、周
五（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
六

每周一、周三

每周五

每周一、周四

每周一至周三

每周一、周三（均
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
五（均上午）

每周一、周二、周
四、周五、周六

每周一、周三、周
四、周五、周日；
每周二下午

每周四上午

每周六下午

每周三

每周三下午

每周五

日期

10月14日

10月21日

10月28日

科室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风湿免疫科

肿瘤科

妇产科

脊柱外科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风湿免疫科

妇产科

脊柱外科

专家
陈金明

陈向芳

黄树其

胡国萍

柏乃运

卢红娟

王东星

齐凤兰

顾庆国

崔海明

徐茂锦

黄流清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崔海明

陈向芳

黄 坚

胡国萍

柏乃运

许 臻

齐凤兰

顾庆国

周日上海专
家坐诊或有变动，
具体以当天出诊
为准，专家信息、
医院动态、科普常
识请关注三院微
信公众号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日常专家坐诊详情

内镜中心专家坐诊时间请咨询导医热线（专家坐诊或有变动，具体以当天出诊为准，门诊导医台热
线：86991666，86952060）

10月“周日上
海长征医院特
约专家门诊”

广告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携手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
乳腺微创手术 ：不缝合、不留疤
健康热线：86982620 联系人：陈小燕（乳腺科主任）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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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对丹阳市金鼎城市花园
19幢 702室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金鼎城市
花园 19幢 702室房地产（证载建筑
面积：66.64平方米）。

起拍价 46 万元，保证金：4 万
元，加价幅度：2000元。

特别说明：需等法院清场后方
能交付。

瑕疵说明：该房地产旁尚有一
间房间被房屋所有人使用，现已和
702室连通，房屋所有权人实际未
拥有该处房地产。

二、拍卖时间：2018年 11月 16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

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
价会；2018年12月9日10时至2018
年 12月 10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
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开
拍前（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余法
官：0511-8670307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
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丹阳市凤凰国际 7幢 14

层 1401室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凤凰国际 7
幢 14层 1401室房地产（合同备案的建
筑面积158.22平方米、储藏室5.53平方
米）。

起拍价63万元，保证金：6万元，加
价幅度：5000元。

瑕疵说明：本次拍卖房产的实际面
积与合同备案面积不符，因此，此次拍
卖过程中超出合同备案面积的购买费
用、过户费用等由买受人自行解决，与
本院无关。

特别说明：此为预售房，仅有合同
备案号，能否实际办得房产证及过户事
宜中税费的问题由买受人自行至不动
产管理部门咨询，不能办理房产证或过

户过程中税费过高的风险由买受人自
行承担。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10至2018年11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8年
12月 9日 10时至 2018年 12月 10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
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
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开拍
前（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余法官：
0511-8670307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
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新华社莫斯科10月 11日
电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
一艘俄罗斯飞船 11 日发射失
败。目前，俄救援人员已找到紧
急着陆的两名宇航员，两人均平
安无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
消息，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北京时间 16时 40分），载有
宇航员的“联盟MS－10”飞船由

“联盟－FG”型运载火箭从哈萨
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升
空。起飞约 119秒后，火箭第一

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
被抛下，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
突然关闭，此后乘员舱与火箭紧
急分离，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
国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
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
还，他们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
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
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
甘约20公里，俄一个空降兵小组
率先乘飞机抵达，并在伞降后找

到飞船乘员舱。目前两人已经
出舱，经初步检查均没有受伤，
状况良好。他们将被送往拜科
努尔的宇航员医院进一步检查，
然后回到莫斯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俄
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谢天谢地，宇航员还活着。”俄
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表示，飞船
的紧急逃生系统表现出色，俄将
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
次事故。

据悉，这是1983年以来俄载

人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国
家采购”网站发布的消息，俄航
天部门为此次发射购买了保险，
其投保费为1.433亿卢布（1美元
约合 67 卢布），保险赔偿金为
46.55亿卢布。

俄航天集团此前介绍说，此
次飞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准
备用一种新型磁性3D打印机以
磁悬浮技术制作小鼠的甲状腺
和软骨组织，并将检查目前与空
间站对接但今年8月出现裂缝的
一艘载人飞船。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
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日言辞
激烈地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的货币政策过紧，并说美联
储已经“疯了”。特朗普此举引
发外界对总统干预美联储独立
性的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
州参加集会活动前表示，美联
储当前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
他表示，美联储正在“犯下错
误”，并称美联储已经“疯了”。

在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当
天，美国股市遭遇暴跌。截至
10日收盘，美股道琼斯指数跌

幅为 3.15%，标普 500指数跌幅
为 3.29%，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达
4.08%。此外，近来美国债券收
益率不断走高，显示与之逆相
关的债券价格走低，债券市场
在股市暴跌当天没有成为“避
风港”，这一动向引起了市场分
析人士的更多担忧。

特朗普说，当天美国股市经
历了一次意料之中的“修正”，他
表示“真的不同意美联储的做
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尚未对
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

特朗普近期多次公开批评
美联储加息政策，打破了长期以

来白宫回避评论货币政策的传
统，并引发外界对总统是否干涉
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争
议。

美联储上月26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
基点至2%~2.25%。这也是美联
储今年来第三次加息。同时，
美联储对未来两年加息节奏的
预期也维持不变，预计今年还
将加息一次，2019年和 2020年
将分别加息 3 次和 1 次。多数
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预计，美
联储将在12月进行今年第四次
加息。

孟加拉国手榴弹袭击案宣判 19人被判死刑

10月10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载有嫌犯的车辆抵达法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快速审判法庭10
日对2004年导致至少24人死亡的手榴弹袭击案进行宣判，判处19人死刑。

俄罗斯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两名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法国警方破获针
对华人作案团伙
在法华人需加强安全防范

特朗普言辞激烈地批评美联储加息政策

俄罗斯和蒙古国
举行反恐演习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0月 11日电 根据俄罗斯东
部军区新闻处 11日发布的公
告，从当日起俄罗斯和蒙古国
武装力量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
和国境内开始进行反恐演习。

公告说，由俄蒙两国武装
力量组成的联合部队已经开始
进行反恐实弹演习。演习课目
包括两国联合部队搜寻恐怖分
子、阻断恐怖分子的破坏行
为、机降并对其进行歼灭。

参加此次演习的两国兵力
约 1000 人，双方动用各型武
器装备约200件。

（上接1版）

“大管家”甘当一线卫士，
应时应势事无巨细践行“我
城我管”

今年1月4日，我市气象部
门在下午5点发布道路结冰橙
色预警，不少市民忧心第二天早
上将面对积雪成堆、结冰难行的
道路。然而，5日早晨，干净无
冰、畅通无阻的道路环境不仅让
出门上班的市民满脸幸福，更刷
屏了全城人的朋友圈，不可胜数
的点赞量、叫好声温暖了丹阳
城。“4日，面对突然降临的暴雪，
我局及时启动扫雪除冰应急预
案，并成立城管系统扫雪除冰防
冻工作指挥部，要求全体干部职
工保持 24小时手机畅通，积极
与有关部门联系协调，及时掌握
气象及道路情况等信息。当天
下午，我局共出动 20余辆机械
车辆、组织 1500余人次冒雪对
主要路段进行扫雪除冰。”从 4
日下午6点，到5日凌晨4点，“城
管人”对城区各主要路段撒盐、
铲雪、除冰，一夜未眠，谢正宝也
是其中之一。“我到一线，和同志
们在一起，哪怕我手中没有拿着
工具扫雪、除冰，只是陪在一旁
为他们加加油，或者在他们休息
时聊几句话、递一块毛巾，都是
表明一个态度，我和他们一块儿
管着、护着这个城市。”

1月27日深夜、28日凌晨，
当全体“城管人”再度浴“雪”奋
战在一线时，谢正宝因“屡屡被
赶”只得辗转于多条道路、多座
桥梁的扫雪除冰现场。“局里组
织了机关科室、执法大队、广告
所、路灯所、废弃中心、数字城
管、渣土办等 400余人对新民
东路、丹凤南路、中山路等道路
的人行道、慢车道进行全面的
道路积雪铲除工作；环卫处、园
林处、市政处、广场办、河道所
等职能单位则出动了 1500 余
人，按各自工作职责对树木积
雪、断枝，道路下水道，河道边
坡，广场、公园的积雪进行全面
的扑打、清理和清除。其实，谢
局早就完成了他统筹安排的工
作，完全没必要再陪着大家守
在一线，所以只要现场有眼尖
的看见谢局来了，便会劝他‘早
点回去歇着，工作肯定不会有
误’。结果，这儿刚把谢局赶
走，过一会，他又出现在那儿
了。”在市城管局朝阳市政副经
理陈锁平看来，对谢正宝而言，
最好的办公地点永远是城管工
作的各个一线、现场。

不论是去年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还是今年打赢“蓝天保卫
战”，谢正宝始终带着全体“城管
人”以实干争有为，创造了一个
个收获盛赞的“高品质”的“城管
速度”。而谢正宝也坚信，点滴
积累方有为，越来越多的“我城
我管”践行者，将让丹阳城既有
颜值、更具内涵！

新华社巴黎10月10日电
法国巴黎警方近日破获一个专
门针对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该
团伙从8月19日至10月2日共
实施了13起针对中国人的暴力
抢劫。法国警方、中国驻法国大
使馆及华人组织提醒在法中国
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负责调查案件的巴黎北郊
奥贝维利耶市警察局局长阿努
克·富尔米格 10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警方通过分析作
案手法、地点及时间，9日上午破
获一个由 11人组成的犯罪团
伙。这11名嫌犯年龄为17至19
岁，均有犯罪前科，已因涉嫌“有
组织暴力抢劫”被拘留。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10日发
布公告说，该犯罪团伙专门盯
梢、尾随从餐馆或从公司回家的
中国人至家门口，伺机实施抢
劫。警方在犯罪团伙住处查获
一批赃物，目前正在对此案进行
调查。中国驻法使馆提醒在法
中国公民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
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奥贝维利耶是临近巴黎的
一个市，这里有著名的巴黎北郊
小商品批发市场，是新的华人聚
居区，时常发生针对华侨华人的
严重暴力犯罪。2016年8月，在
法华侨张朝林在该市遭歹徒抢
劫、殴打，导致重伤不治。巴黎
华侨华人随后举行“反暴力，要
安全”大游行，表达对法国社会
治安恶化，特别是长期以来针对
华侨华人和中国游客的抢劫暴
力犯罪日益加剧的不满。

富尔米格说，为更好地保护
华侨华人安全，警方目前和该市
的华侨华人协会合作，推广安全
防范措施，招募了华人后备军，
方便警方为前来报案的华侨华
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