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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江业主房贷被收 1%“手续费”》后续

售楼部已将多收费用退给业主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淇滨区

一品香江小区的业主办理购房贷款

时被售楼部收取了占贷款额 1%的手

续费，售楼部称，这项费用是代银行

收取，却不给业主开具任何收据和发

票。 对此，市建行和工行的工作人员

皆称，办理房贷业务不收取任何手续

费（详见本报 12 月 21 日 5 版《一品

香江业主房贷被收 1%“手续费”》）。

12 月 26 日，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售楼

部已将收取的这项费用退给了业主。

12 月 25 日， 一品香江小区售楼

部的工作人员找到记者，称已和被收

取此项费用的业主联系，准备把这笔

费用退给业主。“这些业主的房贷手

续办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就额外收

了些钱。 我们会尽快把这笔钱退给业

主。 ”该工作人员说。

12 月 26 日，记者了解到，被收手

续费的业主已拿回了这笔本不该收

取的费用。

晨报讯（见习记者 田思民 常

凯）12 月 26 日上午 7 时，一辆辆崭新

的 22 路公交车驶出始发站， 在车辆

更新的同时，行车路线也变更了。 从

26 日起，22 路公交车的运行线路延

长至鹤壁东站（即高铁站），中途站点

与原路线相同， 往返一次需 80 分钟

至 90 分钟。

新换的 8 辆 22 路公交车， 司机

统一着装。“我们穿着红色上装黑裤

子， 戴着白手套， 就是为了迎接新

车。”司机李菊萍开心地说，这 8 辆 22

路公交车配的都是女司机。

当日上午，记者在淇滨区华夏小

区车站乘坐崭新的 22 路公交车体

验，车内共有 22 个座位，宽敞明亮，

乘坐舒适。 从华夏小区站到终点站，

记者看到沿途上车的乘客都对新换

的公交车表示满意。“我在鹤壁火车

站买了去广东的高速列车票，在火车

站外坐上 22 公交车， 就能直达鹤壁

东站。 ”刘女士说，她有 3 件行李，搬

运起来比较麻烦，假如乘坐出租车去

鹤壁东站不合算，22 路公交车帮了她

的忙。 11 时许，一位小学生从鹤翔小

学附近上了 22 路公交车， 他第一句

话就是：“新车吗？ 好漂亮！ ”

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从山

城区发车的 102 路公交车从 26 日起

也延长了行车路线， 可直达鹤壁东

站，为市民出行提供方便。

SIM 卡新旧影响手机耗电量

□

晨报见习记者 祁凯燕 田白雪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

新旧手机 SIM 卡能使手机的耗电量

相差 10 倍 ， 这是真的吗？” 12 月

26 日， 家住淇滨区的张新女士拨打

本报热线咨询。 据张新反映， 最近

网传手机 SIM 卡的新旧程度直接影

响手机耗电量， 相差有 10 倍之多。

为求证这则传言的真实性， 记

者来到淇滨区某通信营业厅询问 ，

工作人员说： “目前， 手机用户普

遍使用的是 1.8V 的 SIM 卡 ， 比以

前的卡省电， 但具体能省多少不好

说。” “那 SIM 卡的新旧程度和手

机耗电量有直接关系吗？” 记者继

续问道。 “SIM 卡使用久了会有磨

损， 如果用户频繁拆卸， 手上的污

垢会留在卡上， 使卡的灵敏度降

低， 有时会使手机处于频繁启动 ，

耗电量自然会增大 。” 该工作人员

答道。

记者就此做了一个试验： 在同

一部手机上先后插入两张不同年限

的 SIM 卡， 分别进行待机和拨打电

话测试， 以此观测其耗电量。

观测结果 ， 2007 年入网的旧

SIM 卡待机 2 小时共耗电 8% ， 打

电话 5 分钟， 耗电量 2%； 2012 年

入网的新 SIM 卡同样的待机时间耗

电 5%， 打电话 5 分钟耗电量 1%。

差距确实有， 但并不像网传的那么

夸张。

如果市民现在正在使用的 SIM

卡年限较长， 可以到营业厅办理新

的 SIM 卡。 而记者调查得知， 由于

各运营商政策不一， 更换 SIM 卡所

需的费用也不同。

鹤壁移动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预存一定金额的话费， 可免费办理

新 SIM 卡； 如不预存， 需支付工本

费。 鹤壁联通工作人员称， 更换

SIM 卡需工本费。 鹤壁电信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办理一定金额的话费

套餐， 补卡免费， 预存一定金额的

话费补卡也不需工本费， 如不预

存， 补办 SIM 卡需缴纳工本费。

为手机省电技支招儿

记者走访了淇滨区几家品牌手

机售后维修店， 某品牌手机维修店

的工作人员岳先生表示， 他听说过

这个传闻，他提出几点建议，可延长

手机电池的使用时间。

“市民可以删除手机中从未使

用或不经常使用的软件， 经常清理

手机内存， 减少手机在开机过程中

的耗电量。 多数人认为手机越高级

越费电， 这是因为手机安装过多程

序造成的。 ”岳先生说，“使用时，调

节手机屏幕亮度，设置为省电模式。

晚上睡觉或不用手机时， 可关机或

启动离线模式。 ”

垃圾短信频繁

搅得市民心烦

□

晨报见习记者 朱迪 刘春香

庆圣诞， 迎元旦， 越来越多的商家借着节日扎推儿

促销。 “我在一天里收到 10 多条商品促销、 教育培训、

汽车广告等短信， 删除信息也得几分钟” 刘女士说， 类

似“全场 5 折、 大清仓、 双节优惠” 之类的活动确实让

人心动， 但最近这些垃圾短信量暴增， 有时一不留神，

还会把重要信息给删掉了。

重要信息被垃圾信息“淹没”

“自‘双 12’ 之后， 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出现各种

商品促销、 房地产、 餐饮娱乐、 金融保险之类的商业信

息， 为了删除这些垃圾信息， 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把‘淹

没’ 其中的亲友发来的信息给错删了。” 淇滨区居民马

女士说， 也不知道各个商家怎么知道她的手机号码的，

“这些信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记者在淇滨区走访时得知， 多数市民都收到过垃圾

短信， 且节日前后被骚扰的频率明显增大， 而大家对于

自己的信息是如何被泄漏的则完全不知情， 更对泄漏个

人信息的行为表示不满意。

“这段时间， 每天打开手机， 收到最多的就是来自

网络卖家的各种促销信息， 有时正在洗衣服， 听到手机

短信铃声慌忙去看， 一看是垃圾信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

给我的生活带来困扰。” 经常网购的刘女士说。

注册会员默认接受短信营销

商家对这些垃圾信息如何看待？

在华山路的一家日化用品店内， 店员告诉记者， 他

们的促销信息一般只发给会员， “既然注册成为会员，

留下了手机号码， 我们就会认为你接受了我们的短信营

销方式。”

随后， 记者又拨通了刘女士收到的某房产信息发送

者的手机号码， 问他如何获得了刘女士的手机号码， 对

方对此含糊其辞。

“自从我在一些招聘网站上填写了个人信息之后 ，

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 市民王先生说。

据他了解， 一些商家通过网络非法取得用户的个人

信息， 甚至有些商家或网站还会出售用户的个人信息以

此获利， 正是这些途径造成个人信息的泄漏。

运营商： 可下载垃圾短信拦截软件

以屏蔽此类信息

对此， 鹤壁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一工作人员说， 节

日期间， 很多手机用户反映收到的由陌生号码发来的垃

圾短信增多， 这些垃圾短信大都是群发的， 有的是正规

商家的促销广告， 有的是非法商贩的广告。

正规商家如想通过移动短信向用户发布广告短信的

话， 须报经鹤壁移动通信公司领导同意， 此类促销广告

一般在短信内容后附有联系电话号码 ， 且号码前加有

“86”； 部分正规商家的促销广告没有报经鹤壁移动通信

公司同意， 此类商家获悉的用户电话号码并非由移动通

信公司提供； 还有部分商家通过电脑软件给消费者群发

短信， 消费者可以发现此类广告短信的发信号码异常，

它不同于正规的手机号码位数或固定电话号码位数。

该工作人员建议不要给此类号码回复短信或电话，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用户可在移动公司服务大厅或自己在电脑上下载垃

圾短信拦截软件以屏蔽此类短信。

据通信行业的业内人士介绍， 在眼花缭乱的垃圾短

信中， 往往包含不少诈骗短信， 短信内容中往往附带恶

意网址链接， 对于此类网址链接， 手机用户最好不要点

击查看。

手机用户可安装一款功能全面的手机安全软件， 该

软件可以对恶意网址进行识别和拦截， 或在手机上把陌

生号码加入黑名单， 对垃圾短信和陌生来电进行有针对

性的拦截。

手机用户要保护好个人信息， 不要随便在商家的会

员卡上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家庭住址等信息。

“10086” 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手机用户，

如果收到垃圾短信， 可向移动公司举报。

具体方法是， 在收到的垃圾短信内容的前面输入要

举报的号码， 并加“*” 号或空格然后转发至免费号码

“10086999”。

节能灯突然爆炸

疑似电容故障

晨报讯（见习记者 张艳）

12 月 26 日 19 时许， 住在淇滨

区人才公寓的任女士说她正在

看电视的时候， 屋内的节能灯

突然爆炸了， 虽然任女士没有

受伤， 但她担心这种事情会再

次发生。

任女士说， 家里的节能灯

是 2 年前买的， 她有在看电视

时开灯的习惯， 但万万没想到

节能灯会爆炸。 “幸好当时我

离得远没有受伤， 灯泡爆炸后

家里就断电了， 我赶紧通知物

业来换灯泡， 合上电闸后发现

是灯座炸开了 ， 地上全是碎

片， 灯管完好无损， 只是上面

有 2 厘米长的部分已经发黑

了。” 任女士说。

一位田姓专业人士告诉记

者， 现在的节能灯灯座内大都

含有电子元件， 包括电容、 电

阻等， 任女士家节能灯爆炸很

有可能是电容故障引起的。

据了解， 极性反接或两极

电压超过其耐压值都会导致爆

炸。 而节能灯的使用时间过长

或安装不当则会导致反接或短

路超压， 从而导致爆炸。

节能灯分为 LED 节能灯和

荧光节能灯， LED 节能灯爆炸

的可能性极小， 荧光节能灯的

灯泡 （灯管） 一般不会爆炸 ，

除非碰撞或厂家未经过老化处

理就出售。

荧光节能灯内壁含有少量

的汞， 属有毒物质， 所以在报

废或损坏后不要随便丢弃， 应

保留等待回收或集中处理。

8 辆 22 路新车上线 直通鹤壁东站

崭新的 22 路公交车亮相街头。 晨报见习记者 常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