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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大概是从7月份开始
吧，报纸里头就开始出现这个治疱
疹后遗症的夹报广告，一直到现在11
月，几乎每期都有。”家住青岛市李
沧区83岁的石先生向记者反映了
自己的情况。近日，又有不少读
者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0532-
66610000反映报纸中出现了非法广
告夹报。其广告内容大多存在虚假夸
张的成分，令许多读者深受其害。

“我是老年生活报的老读者了，
大概订了有八九年了吧。你们的内
容一直都很好，看到这页广告，我还以
为是报纸推荐的。”石先生说。

记者看到石先生所说的的非法夹
报，其用纸、开张、版面、样式、字号等都
与本报十分接近，乍一看很容易当成
报纸的一部分。夹报中主要宣传的
是位于市北区嘉定路17号的一家机
构，详细地址是嘉定路17号 民正
医院门诊内114室疼痛科、116室皮
肤疱疹科、117 室中医理疗科，望广
大读者提高警惕。

“我带状疱疹得了许久也不好，
就想着去广告上这个医院看看。结
果去了好几次，花了快2000元，不但
没治好，还越治越严重了。他们给我
开了些药，效果不好，又让我针灸，还
让我全身抹墨汁。”在说到夹报广告
中宣传的医院时，石先生心中的愤怒
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了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没想到，医生
给我开了80块钱的药，用了几天就
见效了。”石先生说，他对这些欺骗
消费者的无良医院表示愤慨，同时
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够严格查处

非法夹报和
虚假广告问题。

青岛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指出：
非法夹报广告本身涉嫌非法出版物，若
是内容有虚构成分，还涉嫌非法宣传。
这些夹报广告外观上故意伪装成正常
报纸的样子，内容也多使用“国外引进
技术”“特邀专家”“报销折扣”等吸引眼
球的字眼，消费者应当谨慎甄别。若是
权益受损，请务必保留好广告夹页或是
医疗凭据，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执法人员会尽快展开调查确认，按照
程序进行处理。

根据青岛日报报业集团郑重承
诺抵制低俗非法医药医疗广告的部
署，按照青岛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本
报对非法广告进行曝光。本报再次
提醒读者朋友，老年生活报每期版
数均在一版下方刊登，同时所有版
面均在报眉处印有“老年生活报”字
样。如您收到的报纸与上述情况不
符，则极有可能是非法报纸，不要上
当受骗。如遇非法夹报广告，可以
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我们将配合
有关部门查处。 （本报记者）

热线新闻

“你好，我报名参加了50+网红
大赛，但是我不会用邮箱发作品，
我儿子从美国帮我把作品发给你
们了，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收到？”

“你好，请问五星老人评选怎么投
票？”“你好，我想订报纸，是打这
个电话吗？”……

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
有这样一群读者如此认真地看老
年生活报，并且无比地信任我们，
认真阅读我们每期的内容，还把

我们的热线记下来，遇到问题第
一时间找到我们，得到我们答复
后不断地说着谢谢。

其实，我特别想告诉读者朋
友们，是我们应该说谢谢。

0532-66610000 是全国助老
服务热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
注的。某种程度上讲，不是读者
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读者，需
要这样的信任、关注以及支持。

见习记者 田英英

近期因“200元存银行15年变
88.72元”受到关注的金女士，由于
其账户存款低于500元，被多次收
取了自己未关注到的小额账户管
理费后，使得银行存款不增反减。

据了解，目前银行借记卡收费
主要涉及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
不同银行的收取标准并不一致。

银行账户管理费标准不一

中国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均表示，对于客户在该行的借记
卡，均不收取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
行等多家银行采取的收费方式是：
若客户在该行仅持有一张借记卡，
则免收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若
客户在该行名下有超过两张以上
借记卡，则有一个账户免收年费和
小额账户管理费，其余账户则会收
取年费以及在未满足每个季度日
均存款余额规定时，收取一定的小
额账户管理费。

招商银行对客户在该行的借
记卡均不收取年费，但普通卡月日
均资产不足 1 万元，会收取每月 1
元的账户管理费。

多银行调整收费项目价格

为进一步加大减费让利力度，

多家银行机构对服务收费项目的
价格进行调整。如中国银行在今
年年初发布公告称自2022年2月1
日起取消个人借记卡年费和小额
账户管理费。客户名下中国银行
所有个人借记卡年费(含以往年度
欠缴的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自
2月起不再收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亦在今年
年初对个人用户持有的胖虎卡免
收卡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借
记卡年费等。

银行应主动提示客户申请免费账户

于2017年发布的《关于取消和
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
收费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各商业
银行应继续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根
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本行
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
年费和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
理费)。

各商业银行应通过其网站、手
机APP、营业网点公示栏等渠道以
及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主动告知
提示客户申请指定免费账户。客
户未申请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对其
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不含信用
卡、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
理费。 王楚涵

您的银行账户被收管理费了吗

老年人要谨防“电信诈骗”，就是
对方通过打电话的方式，骗取你的信
任，最终非法获取你的个人财产。

本期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发
生的案例。

案例一：今年刚退休的王大姐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称她在外面
有 5 万元贷款，对方核对她的个人
信息，家庭住址，甚至连孩子的信息
都说得完全吻合，听到这些后，王大
姐更急了。对方立马换了方式来
安抚王大姐，说可能是您的信息泄
露，现在给她手机发个验证码，把
验证码给对方，帮着清除贷款记
录，这时王大姐立马就答应了，然
后就上套了，大姐攒的那点积蓄，都
被骗走了。

案例二:赵大爷平时连几毛的
菜钱都要讲价，没想到，骗子给赵大
爷打电话，称他是公司选中的幸运
客户，免费赠送一块价值8888元的

手表，根据骗子提供的界面，赵大爷
填写了个人信息和银行账号想要领
奖，骗子给他发了一条确认收货的
网址，让赵大爷打开，输入手机号码
和验证码，赵大爷在输入了验证码
之后，自己的积蓄就被瞬间骗走了。

这只是电信诈骗的一部分，在
这里，青岛联通给各位老年朋友
几点提醒：

第一、不能给陌生人提供银行
卡号，不能提供验证码，也不能扫不
知情的二维码。

第二、遇到此类诈骗电话，要马
上报警，看看对方当时的反应，如果
真是骗子，他会立马挂掉电话。

第三、一定保护好个人信息，不
要轻易泄露自己的信息和家庭情
况，更不能暴露在网上或给陌生人。

保持警觉性，守好“养老钱”。
联 通 新 都 营 业 厅 孙 晓 楠

13210092766

老年人最容易上当的电信诈骗

近日，最高检举行“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 检察蓝守护夕阳红”新闻发
布会，其中一个案例为“通过‘广场
舞’应用软件向老年人非法集资”。

案件资料显示，2014 年至 2015
年间，被告人刘某平先后成立北京
红舞联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舞联盟”）等公司，伙同被告人李
某鹏等人，在未经依法批准的情况
下，以众筹开发老年人网络社交平台
——“红舞联盟”手机应用软件为由，
约定 8%-14%年化收益率并承诺保
本付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特别是爱
好广场舞的老年人公开宣传。

为吸引老年人投资，刘某平等
人在“红舞联盟”手机应用软件推出
聊天交友、舞蹈教学、舞场定位、活
动报名、积分换购、推荐抽奖等对老
年广场舞爱好者具有吸引力的功
能，拉拢老年人下载注册。

同时，在线下通过发放统一服装、
组织广场舞比赛、申请万人同舞“吉尼
斯”世界纪录、组织用户旅游考察等方
式进行宣传，吸引老年人关注。

至 2019 年 7 月，被告人刘某平
等人向1200余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8.7亿余元。

最高检指出，不法分子利用老
年人网络风险意识不高、互联网运
用不熟练等特点，专门针对老年人
的兴趣爱好设计兼具交友、投资等
功能的应用软件从事非法集资、诈
骗等犯罪活动。“这类犯罪以老年人
的兴趣爱好为引子，以高额回报为
诱饵，再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打消老
年人警惕心理，极易使老年人陷入
骗局。”最高检提醒，老年人要牢记，
任何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以高
额回报为幌子吸收资金的行为，都
是非法金融活动。 王剑强

“广场舞”也有骗局

“非法夹报”坑人不浅
八旬翁2000元打水漂 正规医院80元治好了

湿疹皮炎瘙痒顽固性皮肤病专家会诊
特邀皮肤病老专家陈生群主任举办特色疗法专家会诊，欢迎顽固

性瘙痒、皮炎、湿疹、银屑病患者前来就诊，会诊期间免收专家挂号费。

地址：嘉定路17号民正医院皮肤病诊疗中心（1路公交车四方宣化路总站附近）

预约电话：0532—83633357鲁医广（2022）第0721-174-37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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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便民民信息信息
联系电话

0532-82933068
转让
●转 让 全

新 纯 毛地毯两
个；虎皮、狗皮裤
子，价格面议。电
话：18866229517

●转 让 真
空拔罐器40元；
炒锅40元；小型
饮水机10元；可
折叠餐桌20元；
9 成新凉席，40
元；全新不锈钢
保温壶 40 元；8
成新不锈钢电
饭锅25元；电饭
锅 25 元。均全
新 。 电 话 ：
13370886272

●转 让 海
信 冰 箱 BCD-
203FH， 冷 藏
131L，冷冻72L，
8 成新，250 元；
沃特德净水器，
200 元。电话：
13061252680

●转 让 婴
儿车、安全座椅、
平衡车、8 个桌
布，均全新。电
话：13370841812

●转让9成
新130厘米×67
厘米×60厘米香
柏木桶3个，140
厘米×70厘米×
62厘米香柏木桶
1 个，300 元；1.5
米×1.5 米亚克
力按摩浴缸2个，
300 元。电话：
17660981992

●转让8成
新电暖气，电话：
15264233506

●转 让 全
新面条机、切片
机、带卤水豆腐
模具、6L不锈钢
炸炉、8 成新轮
椅 。 电 话 ：
15963218573

求购
●求 购 轮

椅，电话：0532-
82802898

信息真实性由
提供者负责，请
读者慎重选择。

信息真实性由
提供者负责，请
读者慎重选择。

启事
●本报所选部
分稿件、图片作
者姓名及地址
不详，敬请相关
作者与本报编
辑部联系，以便
寄送稿酬。

您的关心，我们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