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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圣诞饰品 欢乐背后隐患多

无偿献血多少毫升

亲属可以免费用血

读者秦女士昨日来电： 想咨询

一下无偿献血多少毫升， 自己和亲

属就医时可以免费用血？ 能用多少

毫升？

市中心血站：按照我省的政策，

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 献血者本人

可免费享用献血量 3 倍的血量，献

血之日起五年后至终生， 免费享用

献血量等量的血量； 献血量累计满

800 毫升， 十年内免费享用所需血

量， 十年后至终生免费享用献血量

3倍的血量； 献血量累计满 1000 毫

升以上的，终生免费享用所需血量。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 献血者的子女

和配偶、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都可等

量免费用血。

晨报见习记者 王涛

再婚生小孩

独生子女费要退吗

读者王先生昨日来电： 他与前

妻曾育有一子， 一直领取独生子女

费。现已与前妻离婚并再次结婚，现

任妻子是初婚且没有生育过， 两人

打算再要一个孩子， 但听说申请生

育指标时需要足额退还原来享有的

独生子女费，真的是这样吗？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按

照《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有

关规定，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只生

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可批

准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 符合生

育第二个子女规定的， 须退回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已领取的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及其他奖励， 方能发

给生育证。 晨报记者 李丹丹

这家餐厅服务真“周到”

要不要发票，菜单上设定两个价

晨报讯（见习记者 田白雪 文 / 图）

12 月 18 日， 市民张女士打来本报热线反

映， 她在淇滨区紫荆巷某餐厅就餐时遇到

“被选择”现象，该餐厅自拟“不含发票价”

和“含发票价”，“强迫”消费者进行选择，且

每样餐品含发票价均高出不含发票价几元

至十几元不等。

19 日，记者就此现象进行了暗访。 来

到该餐厅后， 一名服务员拿来高级菜

单———ipad 让记者点餐， 记者翻看菜单中

所列餐品，所有餐品均分两种价格，即“不

含发票价”和“含发票价”。 随后，记者认真

查看了菜单中的餐品价格，其中价位在 20

元左右的饮品和小吃含发票价高出不含发

票价 2 元 ~3 元； 价位在 50 元左右的中西

餐含发票价高出不含发票价 5 元 ~6 元；而

价位在 90 元左右的西餐含发票价则高出

不含发票价 10多元。“如果我要发票的话，

是否在点每样餐的时候都必须选择含发票

价？ ”记者问道。 对此，该餐厅服务员回答：

“是的，想便宜，你就选不含发票的价格。要

发票，你就选含发票价。”也就是说，按照该

餐厅这项“规定”，如果顾客需要发票，则一

顿饭点几样餐品， 就要多付几样餐品的总

差价；如果顾客不想多付差价，就只能被动

选择“不含发票价”。

那么， 在结账时该餐厅就不会开具发

票？ 结账时，该店店长称，这是店里的规定。

“不含发票价” 是他们店原来的会员价，取

消会员价之后就作为“不含发票价”了，而

“含发票价” 是他们店所有餐品的正常价，

选择哪个由顾客决定。

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省地方税务局纳

税服务热线 12366，工作人员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商品、提

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

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未按照规定开具发票

属于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行为； 税务机关

对违规单位和个人责令改正， 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消费者

如果遇到以任何理由不开具发票的商家，

可凭消费小票或收据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

发票管理部门进行维权投诉。

预报今日我市或再迎降雪

未来几日气温将降至入冬以来最低

晨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孙乃

琦） 继 12 月 13 日在自然降雪和人工降雪

的共同作用下，我市普降今冬首场大雪后，

又一场降雪将袭。受强冷空气影响，预计今

日我市有中雪，局部地区将有大雪出现。未

来几天，气温将达今年入冬以来最低值，最

低气温只有 -12℃左右。

据市气象台预报， 受槽前西南暖湿气

流和较强冷空气扩散影响，19 日夜里到 24

日我市将先后出现明显的降雪、 大风和强

降温天气过程。 预计今日我市有中雪，局部

地区将降大雪；22日， 受强冷空气影响，我

市有 4 级到 5 级偏北风；23 日～24 日最低

气温降至 -12℃左右， 将达到今年入冬以

来最低值。具体预报如下：20日，阴有中雪，

局部大雪；21 日， 阴天转多云， 有雾；22

日～23 日，多云到晴，受冷空气影响，有 4

级到 5级偏北风；23 日到 24 日凌晨， 我市

最低气温降至 -12℃左右。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醒大家， 此次冷

空气降温幅度大，低温持续时间长，需要提

前做好煤、电、油、气等能源和蔬菜、粮油等

生活必需品的调配和供应， 注意做好牲畜

防寒及设施农业的防冻工作。 雨雪天气还

会造成道路湿滑，应注意防范降雪、道路结

冰、雾、大风给电力和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

影响。

昨日我市天空依然是一副阴沉

的表情，最高气温只有 1℃，而且短

期内阴冷的格局还会持续。 到了 20

日新一轮的降雪天气将再次光临我

市，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预计

今天白天阴转多云， 偏南风 2 级到

3级，温度 -2℃到 2℃。 今天夜里到

明天阴转小到中雪。

我市部分气象指数预报：

火险气象条件：1 级， 不能燃

烧。

紫外线指数：1 级，辐射强度最

弱。

感冒指数：3 级， 较易感冒，体

质弱的朋友要特别加强自我保护。

人体舒适度：早晚为 8 级，感觉

寒冷；中午为 7级，感觉冷。

一氧化碳中毒潜势预报： 2

级， 气象条件不易引发一氧化碳中

毒。

行车安全指数：1 级，有利于安

全行车。

更多天气资讯，请拨打 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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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李丹丹

圣诞节将至，许多市民准备为孩子购买圣诞礼品过节。 1 2 月 1 9 日，记者在我市多家商场看到圣诞树、

人造雪景、不同材质的彩色铃铛、圣诞树装饰礼品，漂亮的装饰品营造出浓浓的圣诞气氛。 但记者走访中

发现，许多圣诞树装饰品为“三无”产品，做工粗糙，有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圣诞树饰品多为塑料泡沫制品、“三无”产品

12 月 19 日， 记者在我市多家商场看

到，虽然距圣诞节还差近一个星期，但圣诞

礼品已悄然摆在了各家商场的显眼位置。

在某商场入口处， 高高矮矮的圣诞树上挂

满了彩灯、铃铛、蝴蝶结等饰品。 摊位上堆

满了成袋的彩球、雪花、圣诞小雪人、圣诞

老人挂画等各种花花绿绿的圣诞装饰品，

很多市民正在选购。

记者发现，圣诞老人和小雪人大都是用

塑料和泡沫做成的，没有任何包装，圣诞老

人贴画和小雪人都用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

袋简单包装，上面没有商标，也没有任何有

关生产厂家、厂址、联系电话等信息。用手摸

了一下，贴画上的金粉就沾了满手，圣诞小

雪人身上的小饰品稍微用力就脱落下来。

当记者问及这些圣诞树饰品的商标和

生产厂家时， 商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小物品本身的包装上没有， 不过刚到

货时，装这些小物品的大纸箱子上有。 ”“这

些小物品大多是‘三无’产品，有没有安全隐

患？ ”记者又问，该工作人员说：“就这么个小

玩意，又不能吃，应该没问题！ ”圣诞树和饰

品都由塑料和泡沫制成， 装上彩灯通电后，

会不会引起火灾？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彩

灯的电流很小，达不到那么高的温度。 卖出

后也没有人来反映过安全问题。 ”

在另一家商场内，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 已经有许多家长来为孩子挑选

圣诞礼品了，随着圣诞节临近，估计来购买

的人会越来越多。

很少家长在意圣诞礼品的质量和安全

在华夏南路的一商场内， 正在逛商场

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给 7 岁的儿子一

个惊喜，她刚给孩子购买了一棵圣诞树，准

备购买一些圣诞树装饰品， 回家后把圣诞

树打扮得漂亮一些。 记者发现，刘女士在挑

选过程中，只看圣诞礼品的样式和颜色，根

本不看有没有生产厂家及商标等信息。

“这些小物品也就做个装饰，价格也不

贵，孩子喜欢也就那么几天，过了圣诞节，

这些东西都被当成垃圾扔掉了，商标、日期

什么的没有必要在意。 ”记者提醒后，刘女

士如是说。

随后， 还有几位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

选圣诞礼品， 他们的做法和想法跟刘女士

如出一辙。“购买这些礼品只是为了在圣诞

节当天营造一下过节气氛， 很少在意他们

的质量好坏、有没有安全隐患。 ”家长朱先

生说。

也有少数家长购买时比较仔细。 正在

购买圣诞礼品的王女士看中几张圣诞老人

贴花，她拿着看了一会儿，发现贴花上的金

粉沾满了双手，甚至散落在衣服上。“还是

不要买了，这么容易脱落，要是掉进孩子眼

睛里，多危险啊！ ”王女士说。

购买时保存好发票或购物小票，遇问题可投诉

对此，记者询问了市消费者协会，工作

人员称，有关圣诞饰品的投诉不多。 不过按

有关要求，圣诞饰品上必须有中文标识的商

品名称、厂名和厂址，圣诞饰品中的圣诞彩

灯需要通电，属于 3C强制认证产品，包装上

须有 3C认证标志及相应的产品质量证明。

该工作人员提醒： 购买圣诞商品时不

能只注重产品花样， 还要仔细检查产品的

各项说明和标识是否齐全。 购买饰品时一

定要注意保存发票或购物小票， 一旦产品

出现质量问题， 可到工商局消保科或各级

工商部门投诉。

▲餐厅点餐系统显示，要不要发票两

个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