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城·综合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五

编辑 / 卫珩 美编 / 孙海潇 TEL：0392-2189920� E-mail:weiheng1984@sina.com

淇河晨报

04

我市 25 所福利机构

开门迎五保老人过冬

晨报讯 （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

龙歌）我市目前共有农村敬老院、社会福利

院、 老年公寓等民政社会福利机构 25 所，

我市集中供养的 1444 名五保老人将在这

25 所福利机构中过冬。

我省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农村敬老院、

社会福利院、光荣院、救助站、老年公寓等

民政社会福利机构敞开大门， 接纳五保供

养对象安全过冬。

我市目前共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4633

户 4712 人，除了在民政社会福利机构集中

供养的 1444 名老人外，还有 3268 名老人被

分散供养。 民政部门按照集中供养每人每

年 2480 元、分散供养每人每年 1500 元的标

准，加上其他花费，2012 年累计发放农村五

保供养资金 851.56 万元。

目前，我市集中供养的 1444 名五保老

人已分别入住敬老院。

鹤壁影视创作基地授牌

10 部影视作品计划明年在我市开拍

晨报讯（记者 渠稳）12 月 20 日上

午，在淇滨区金山办事处扈家大院外，锣

鼓喧天、鞭炮齐鸣，鹤壁影视创作基地授

牌仪式在此举行。

“鹤壁影视创作基地的建设不仅可

以宣传鹤壁、推介鹤壁，还能吸引更多人

关注鹤壁，在拉动鹤壁旅游发展、提升鹤

壁知名度的同时， 还可以作为鹤壁独特

的城市名片。 ”在授牌仪式上，河南省广

播电视剧电影处处长赵先知说。

鹤壁凯乐影视有限公司与盛世汉龙

文化传媒集团共同投资的戏曲电影《麻风

女》正在我市进行紧张的实景拍摄，浚县

古城墙、淇县云梦山、淇滨区白龙庙、鹤山

区五岩山等处景物都将出现在电影中。

“鹤壁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保护完好

的古建筑， 我们公司希望将鹤壁影视创

作基地打造成全国著名的神话创作影视

基地。 2013 年，我们计划投资上亿元，在

鹤壁拍摄 10 部电影电视剧， 其中包括

《许仙和白娘子》、《牛郎织女》 等 6 部神

话题材的影视剧，也有《程相文》、《因为

爱》等多部现代题材的影视作品。 ”香港

盛世汉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张慈祥说。

晨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孙

乃琦） 记者昨日从市工信局信息化办公

室了解到，自上月初开展“纠正电信领域

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专项行动”以来，电

信领域用户申诉的突出问题集中在价格

欺诈、隐瞒或淡化限制条件、强行扣费等

方面，不仅涉及移动电话用户，固定电话

用户也存在此类问题。

市工信局信息化办公室工作人员提

醒，针对固话或移动业务，建议用户每隔

一段时间到营业厅打印话费清单， 一些

不太明白的消费项目要及时了解清楚，

以免因疏忽造成消费权益受到侵害，导

致费用流失。

几日前， 市民马先生因家中固定电

话欠费停机， 到一家基础电信运营公司

缴纳话费，顺便将 9 月、10 月和 11 月的

话费清单打了出来。一看话费清单，马先

生这才发现， 莫名其妙多出了两项增值

业务收费项目，每月扣费 15 元，而通话

费才几元钱。

12 月 18 日， 经询问， 马先生才知

道， 其中一项增值业务是贵阳朗玛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9601181 电话对

对碰”业务，另一项是“增值业务区内通

话费”。

让马先生纳闷的是， 这些业务都是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的。“如果不是

打出话费清单， 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冤枉

钱！ ”马先生告诉记者，经过多次与运营

商沟通，他已将这两项增值业务退订，运

营商还返还他两个月的增值业务花费。

市民郭女士也碰到了一件麻烦事

儿。 今年 7 月 18 日，郭女士在我市一家

基础电信运营公司办理了 e 家业务（宽

带 + 手机），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宽带上

网账号变更，手机被扣了来电显示费。

12 月 12 日， 经过运营商核实， 原

来是工作人员操作疏忽为郭女士重新登

记入网； 而在套餐资费单中， 客户经理

没有标明来电显示收费标准。 郭女士向

信息化办申诉后， 运营商及时将客户老

账号的余额补足后转存到新上网账号

中， 一次性为客户预存补齐两年的来电

显示费。

市工信局信息化办公室工作人员提

醒消费者， 当您遇到电信领域消费侵权

时，应当及时投诉或申诉。具体办理流程

为： 消费者反映问题由各电信基础运营

公司客服处理，不满意的情况下，向运营

商提出投诉；对反馈结果不满意的，可向

市工信局信息化办提出申诉； 信息化办

向有关运营商下发督查督办通知， 限 5

个工作日内整改并将处理意见报信息化

办；信息化办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消费者，

并定期通报或公布督查督办结果。

雨雪过后，菜价见涨

主要蔬菜品种价格均有大幅上涨

晨报讯（见习记者 刘春香 张艳）因

受雨雪天气影响， 我市菜价近日较下雪之

前有较大涨幅。

“大白菜前几天 1 块钱 3 斤，现在 9 毛

钱 1 斤 ；1 斤白萝卜由 3 毛涨成 8 毛 ；1 斤

红薯由 8 毛涨成 1 块多；1 斤菜椒从 1 块涨

成 3 块；1 斤菠菜现在都快 4 块钱了。 ”19

日，淇滨区市民张女士说，她经常买菜，最

近发现各种蔬菜都涨了不少。

淇滨菜市场一名菜贩告诉记者：“前几

天下雪了， 所以这几天菜价涨了。 冬至到

了，要是有雨雪，菜价估计还得涨。 ”

19 日上午， 记者电话采访了淇滨区某

大型超市采购部高经理。“雪后交通不便，

蔬菜运输成本增加， 所以菜价会上涨。 另

外， 现在的西红柿和黄瓜等蔬菜是大棚里

种植出来的，所以成本会高些。 ”高经理对

记者说，离元旦、春节越来越近了，蔬菜价

格可能还会再涨。

20 日下午，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

段时间天气较为暖和， 我市蔬菜存放量有

限，雪后蔬菜供不应求，故菜价会上涨。 另

外，雪后交通不便，增加了运输成本，也是

蔬菜上涨的原因之一。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虽然和

下雪之前先比，近期菜价有所上涨，但和往

年同期相比，近期的菜价是有所下降的。 这

是因为我市实施“菜篮子工程”，增加了对

菜农的财政补贴款， 蔬菜供应和往年相比

较为充足，相对减少了蔬菜运输费用。

电信消费，当心“被服务”

电信领域价格欺诈、强行扣费等问题突出

市工信局：定时查看话费清单很必要

我市举行

普通发票抽奖仪式

特等奖 1 万元

看看是不是你

晨报讯 （记者 王帅 见习记者

刘春香）20 日， 市国税局举行 2012 年普

通发票抽奖仪式，共抽出特等奖 1 名、一

等奖 5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500 名，

每个奖项奖励现金不等。 开奖公告可关

注近期《鹤壁日报》、鹤壁市国家税务局

网站。 中奖者自开奖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到指定兑奖点兑奖。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鼓励消费

者协助税务机关对发票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昨日，市国税局举行 2012 年普通发

票抽奖仪式。在公证部门公证、16 名消费

者代表监督下， 现场随机抽取了 4 个奖

项 ：特等奖 1 名，奖金金额为 10000 元 ；

一等奖 5 名， 每名奖金金额为 2000 元；

二等奖 20 名， 每名奖金金额为 500 元；

三等奖 500 名，每名奖金金额为 100 元。

参加本次抽奖的是消费者 （单位或

个人） 在鹤壁市范围内通过法定途径取

得的、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并加盖发票专

用章的合法发票， 且开票日期须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5 日之内已

开具的发票。

开奖公告将于近期在 《鹤壁日报》、

鹤壁市国家税务局网站公布， 各奖项兑

奖时间为自开奖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最后一天为节假日的，顺延一天），逾

期不兑奖的，视同放弃兑奖权利，不再兑

奖；中奖发票遗失的、损毁的、不合法的、

无法辨认票面内容的， 不予兑奖。 特等

奖、一等奖兑奖地点在市国家税务局，二

等奖、三等奖可在县、区国税局任何一个

办税服务大厅兑奖。 个人兑奖的，须持与

中奖信息一致的发票原件、 复印件和身

份证原件、复印件（请注明“发票兑奖使

用”字样），中奖发票“付款单位”应与所

提供身份证姓名一致； 中奖人因故不能

领取奖金的，可以由受托人代领，受托人

除提供上述资料外， 还要提供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单位兑奖的，除

领奖人提供上述资料外， 还需提供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原件、复印件（请注明

“发票兑奖使用”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

法人委托书等资料进行兑奖， 中奖发票

“付款单位”应与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名称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