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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无限还是“套路”无限？

用着 免 流 量 软
件，却被收取流量费；
刷着“无限”流量，却
被降速断网……众多
通信套餐潮水般袭
来，在为用户带来实

惠的同时，却设置多重障碍考验用户的
洞察力和判断力。不少用户感慨：“数
学不好的人用不上最实惠的套餐。”

弹幕、广告另计费 定向流量常“跑偏”

近期，大量定向免流量套餐称使用
特定APP可以不收流量费，但种种限制
让用户一不留神就被收费。

以颇受年轻用户欢迎的腾讯大王
卡为例，其产品介绍称包含微信、QQ等
百余款免流量应用，花19元月租费即可
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真正使用后发现，想只用定向流
量软件不花额外流量费是不可能实现
的。”用户杨辰宇说。

据了解，大王卡的专属流量范围
虽然包含斗鱼 APP，但只有观看直播
和播放视频的流量可免费，观看视频
内的弹幕、评论以及进行语音连线等
都不免费；类似的阿里鱼卡，优酷视频
属于定向流量服务范围，但客户端内
第三方广告以及下载、上传视频等的
流量都不免费。

杨辰宇在斗鱼客户端观看了一段

10分钟左右的高清直播，并未进行其他
操作，套餐内免费流量增长了 80MB，而
套餐外收费流量也增长了3MB左右。

“这样算下来，每月费用最少需49元，
还有另算的语音和短信费。”杨辰宇说。

考眼力拼智力 选对套餐不容易

达量限速是通行做法，办理时工作
人员一般会告知用户流量上限。但在
大部分宣传单与海报上，“随意用”“无
限量”等字眼还是可能误导消费者。

笔者在某运营商官网上看到，月费
为238元的“任我用”套餐介绍清晰地写
着“国内流量：随意用”。消费者只有仔
细阅读下方说明才能看到，当月国内流
量达 15GB 后会被限速；第一年优惠期
结束后到了10GB就会被限速。

与之类似，定向流量套餐也都将免
流应用的名称放在显眼位置。“任性免
流享不停”“超 100款应用免流”等广告
语格外醒目，但在产品介绍乃至资费详
情界面，无法找到详细说明，用户需要
点开两至三个链接才能看到哪些内容
不免流。

就算用户对于套餐内容和限制已

全部了然于胸，不同套餐的上限值高低
不同、限速后的实际网络速度过低等问
题仍会影响体验。

专家提示，虽然总体来看这些套餐
单位流量费用低不少，但用户要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避免一味追求“无限”。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手机用户平均接入流量为每月每
户 2752MB（约 2.7GB）。“大量用户每月
流量都不足 1GB，办理有限流量套餐
更为实惠，或者办理带有多张副卡的

家庭式‘无限’流量套餐。”独立电信分
析师付亮说。

赢取用户还需更多诚意和新意

“视频流量虽然看上去量大，但实
际占用网络时间短，带来压力小，深受
运营商青睐；而视频网站的弹幕、图片
等会不断占用网络资源，因此对这部分
内容不免流。”付亮说，运营商正是通
过部分内容不免流以及日租收费形式
保证营收。

整体来看，用户的确在种种套餐中
获得了实惠。然而，《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2018年第 1

号）》显示，2017 年第四季度共受理电
信 用 户 申 诉 22746 件 ，同 比 上 升
37.9％，环比上升 31.9％，季度百万用
户申诉率同比上升2.6人次。

专家建议，运营商可以创新优惠形
式，带来更适合消费习惯的套餐，避免陷
入低价低质的漩涡。钟翠霞说，考虑年轻
用户看视频、玩游戏的需求，运营商可以
将优惠套餐同收费视频、游戏装备包等绑
定。付亮提出，可以适应当前家庭用户
的需求，面向老人、儿童提供可视电话等
服务，将其加入套餐内容吸引家庭用户。

此外，随着视频更高清、手机应用
更丰富，专家认为未来应适时提高流
量套餐的上限，为用户带来真正畅快
的使用体验。 （何曦悦）

■企业快讯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侠）“杆上已经有人在作业，
为什么会切割拉线？”日前，在周五安全日活动例会
上，洛川供电公司本部近60余名员工正围绕着安全警
示教育片《不该上演的悲剧》进行热烈讨论。

今年以来，洛川供电公司负责人分别与部门、班
所负责人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部门、班所与员工
签订《安全承诺书》，一级对一级负责。先后采取反违
章“双考核”机制、施工现场远程“天眼系统”全过程管
控，以及加大公司负责人、管理人员下现场到位率等
措施，力保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同时，每周都筛
选出配网安全中常见的倒杆断线、高空坠落等事故
案例，进行“每周一警示”安全课堂，通过观看警示
教育片，让员工直观了解事故发生的根源、所违反的
条例条文、今后防范措施等，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洛川供电公司

开设“每周一警示”安全课堂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5月 18日，由中建一局集
团西北公司施工建设的，运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的
世界标准商务场项目——启迪中心商业综合体工程
T4号楼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据了解，启迪中心商业综合体工程是以国家唯一
A类大学科技园为依托建设的写字楼集群，该工程地
处高新腹地，面对治污减霾压力大、施工场地狭小，文
明施工要求高等一系列问题，项目全体管理人员及施
工人员全力以赴，克服困难，运用楼板轻质实心内模、附
着式升降脚手架、工具式电梯井操作平台等新工艺、新
技术，使该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文明施工等各项内容
得到了西安市高新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高度认可。

中建一局集团西北公司

启迪中心T4号楼主体封顶

“五一”前后，住建部就房地产调控问
题密集约谈了 12 个城市。目前，已有成
都、哈尔滨、贵阳、长春、佛山、西安 6 个
城市作出回应。

专家认为，此轮约谈重申毫不动摇
地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释放强烈政策
信号，将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因城因地
制宜，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确保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6城如何回应？
出台新规、堵住漏洞、加强监管
笔者了解到，6 个回应城市均针对房

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对原有调控加
强落实，出台新规，堵住漏洞，加强监管。

成都针对此前限购政策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的漏洞“打补丁”，15 日出台的新
政策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
对离异家庭购房、新购房转让条件作了
新规定，同时配套出台了公证摇号排序
选房的新规定。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
璐说，成都“最严调控令”有利于把不正
常的投机性需求挤出市场，保护真正的
刚需性购房，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哈尔滨要求主城区内新房 3 年限
售；长春要求商品房成交价格不得高

于预售申报价格；贵阳重申 3 年限售规
定，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佛山重申房
地产销售秩序，在房企开盘时间、认购
签约流程、房源公开等方面作了较为细
致的规定。

笔者注意到，哈尔滨和贵阳针对住
房需求较大区域，调整加大住宅用地供
地规模，贵阳建立房价与地价联动机制，
严防地价过快上涨。

约谈后，西安市房管局加大了巡查
力度，对违规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经
纪机构加大了处罚和通报力度。西安
还约谈了碧桂园、华润等 42 家开发商。
笔者近日在西安浐灞生态区、西安曲江
新区等地走访发现，大多数开发商能够
按照规定采取摇号方式销售，相比于 3
月底的抢购风潮，西安房地产市场正趋
于平稳。

此外，三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市场出现的

一些新问题，三亚正在研究新的管控手
段，对开发商捂盘惜售和交易环节的各
类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12城为何被约谈？
房价上涨较快、出现异动、监管有问题
笔者发现，被约谈城市主要集中在东

北、中西部地区以及政策利好的海南。通
过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可见楼市动态“一
斑”：今年前 4月商品房销售额，东部地区
同比降 1.5％，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比
增长幅度均分别超过20％。

权威人士表示，12个城市被约谈，有的
是因为房价上涨较快，有的是房地产市场存
在异动，还有一些是市场监管存在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4 月的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海口和三亚环比上
涨 1.9％，太原、大连、哈尔滨、西安、贵阳
环比上涨超过 1％，西安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4月环比上涨2.3％。

近期，西安市部分地区出现一房难
求的情况。西安市房管局局长夏俊山
说，供需时间性失衡、区域性失衡、结构
性失衡，是导致出现一房难求的重要原
因。随着施工旺季的到来，后续项目将
按计划陆续上市，这种暂时的供需失衡
现象将逐渐得到缓解。

约谈释放啥信号？
房地产调控不放松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

政策已逾百次，涉及限购、限贷、限价、限
售以及摇号政策等。楼市在四五月份通
常处于活跃期，住建部此时约谈 12 城传
递了什么政策信号？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说，
此轮被约谈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各不
相同，有些城市出现地价上涨、投资投机
力量抬头等不稳定因素。通过约谈，中央
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地方相关情况，提出
指导意见，以保持房价平稳和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

刘洪玉说，住建部就房地产市场调控
问题约谈地方政府，重申房地产调控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将进一步推
动中央政令在地方得到更有效落实。

受访专家普遍表示，此轮约谈透露
新一轮楼市调控动向。约谈问责作为强
有力的行政手段，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
落实调控主体责任。而保持楼市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更需要理顺供求关系。约
谈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未来房地产调
控将继续“从严”逻辑。

（王优玲 李倩薇 张斌 王存福 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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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映：一户一策拔穷根
“小刘书记刚到双山则村，便

沉下心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民情
民意。晚上回到村委会就坐在电
脑旁详细记录每户贫困户现状。”
安塞区镰刀湾镇双山则行政村党
支部书记雷锦州这样描述刘映。
85后的刘映系延长油田杏子川采
油三队副队长，2015年受安塞区
委组织部和厂党委委派，担任该
村第一书记。

双山则村是安塞区最偏远的
行政村之一，人口1645人，辖八个
自然村。但因基础薄弱，产业单
一，收入低下，村民因病、残和大
龄失能而致的贫困户达 63户，是
有名的贫困村。

刘映没料想到，最初入户了
解困难，竟吃了闭门羹。村民党
生俊说，大家认为他下来就是做
做样子，镀金走人，怎可能为老百
姓做实事？

尽管刘映觉得委屈，但心里
明白：不做实事，哪有发言权？便
暗下决心，一定要得到村民认

可。他首先协调区人民医院为贫
困户和45岁以上村民免费体检，又
协调采油厂为贫困户送去爱心医
疗包，确保头痛脑热也能及时治
疗。他的真情厚意逐渐赢得大伙
赞誉，乡亲们便尊称其“小刘书记”，
喜欢与他交流思想、商讨脱贫良
方。刘映终于走进了村民的心里。

村民鲁民保说，按照“一人一
策，一户一策，一村一品，多措并
举”原则，小刘书记制定短期扶
贫举措，解决温饱问题；又以种
养殖为主，构建林果、棚栽和养
殖的长期规划，使羊路峁-高家
园子 695 亩苹果园、宋-王渠 200
亩核桃种植基地、李家梁-胡麻
咀 22座日光温室大棚、李家梁 10
座香菇种植基地、双山则和宋家
洼 50 头、20 头规模的养驴基地、
胡麻咀 100只规模养羊基地都成

为了增收的基地。
为加快工程进度，铲车驾驶

员病了，他顶替操作，施工稍有偏
差，就及时监督整改。镇党委书
记刘烨心疼地说：“由于连日高强
度工作，缺乏休息，小刘书记病倒
了，住进了医院。医生叮嘱他要
多休息。可他一出院又全身心投
入到脱贫攻坚主战场，早把医生
的叮嘱抛在脑后……”

如今，免费建设的 10个日光
温室大棚(1000米)，由村集体统一
管理，实行农户承包制，村集体
收取租金，其中 70%的租金作为
贫困户年底分红。租金的30%作
为村集体经济，用于发展村公益
事业和美化环境。村委会主任思
文成说，目前该村贫困户已从63
户减少到25户，基本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 本报记者 胡建宏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李浩 张博文）笔
者从陕西省民政厅获悉，陕
西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团省
委决定联合开展“公益福彩·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
动”，将使用 150 万元省级福
利彩票公益金，资助全省
1000 名农村贫困家庭的留守
儿童，每位受资助的留守儿
童可获 1500元。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资
助对象主要是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和农村低
保家庭留守儿童，其中病残

和家庭特别贫困的农村留守
儿童优先。各县（市、区）共
分配 900 个资助名额，由当
地民政部门收集申请表，会
同当地财政部门和团委进行
审核。目前分配名额已经下
达到各县（市、区），并向贫困
地区和残疾、患病农村留守
儿童较为集中的地区倾斜。
此外，由媒体再推选出 100 个
资助名额。“六一”儿童节前相
关部门将以入户、入校的形
式，将资助金发放至资助对象
手中。

我省150万元资助农村贫困留守儿童

两部门发文严禁企业要求政府为其融资担保
新华社电（记者 安蓓）国

家发展改革委17日称，严禁企
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
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
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承
担偿债责任，切实做到“谁用
谁借、谁借谁还、审慎决策、风
险自担”。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完善市场
约束机制、严格防范外债风险
和地方债务风险。通知要求，
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要实
现实体化运营，依法合规开展
市场化融资。

通知要求，申报企业拥有
的资产应当质量优良、权属
清晰，严禁将公立学校、公立
医院、公共文化设施、公园、

公共广场、机关事业单位办
公楼、市政道路、非收费桥
梁、非经营性水利设施、非收
费管网设施等公益性资产及
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企业资
产。利用外债资金支持的募
投项目，要建立市场化的投资
回报机制。如募投项目取得
投资补助等财政资金支持，必
须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中
长期财政可持续作为重要约
束条件，坚决杜绝脱离当地财
力可能进行财政资金支持。

通知指出，要规范信息
披露，不得披露所在地区财
政收支、政府债务数据等可
能存在政府信用支持的信
息，严禁与政府信用挂钩的
误导性宣传。

西安民办"小升初"招生今起网上报名
本报讯（任 娜）西安 市

2018 年民办学校初中招生网
上报名将于 5 月 21 日 8 时开
始，学生及家长登录西安市
民办学校初中招生系统进
行报名，报名须注意这七大
流程。

登录西安市民办学校初
中招生系统，首先需要领取
报名条。报名条如何领取
呢？学籍在西安的学生，在
学籍所在学校领取报名条。
学籍不在西安，但是西安户
籍的学生，在户籍所在区县

教育局指定地点领取报名
条。外地户籍政策规定准入
类学生，在意向报名学校所
在区县教育局指定地点领取
报名条。

学生及家长拿到报名条
之后，登录系统网址、填写用
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确
定”即可登录。如果你是首
次登录，系统将会自动弹出

“报名须知”，学生及家长一
定要认真阅读，并点击最底
端“确认报名须知”，才能进
入下一步操作。

5月20日是第28个“全国助残日”。5月18日，
华阴市残联组织爱心企业在孟塬镇冯池村举办助
残日爱心捐赠活动，为残疾人赠送轮椅、拐杖等物
品，开展义诊、理发、居家服务、康复及政策咨询，受
到残疾人朋友欢迎。 王渭 杨亚逢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永峰）5月16日，恒大人寿
陕西分公司主动出资，向长安区郭杜街道 51位残
疾人奉献爱心。

当日，“郭南村扶残助残主题活动”在长安区
郭杜街道郭南村临时村委会举办。该村党支部、
村委会向该村 1位“残疾人自主创业先进个人”、3
位“长期照顾残疾人的家庭模范”颁发荣誉证书，
恒大人寿陕西分公司向该村 51位残疾人，每人捐
赠价值 200 元大米、食用油各一份，捐赠总额
10200 元；与此同时，郭南村党支部、村委会向该
村 51 位残疾人，每人购买价值 200 元的保险一
份，总价值10200元。

爱心企业主动出资扶残助残

5月20日，设在陕西英骐工贸公司的未央区残
疾人创业就业基地，锣鼓喧天，掌声阵阵，未央区残
联庆祝助残日活动正在举行。“红领巾助残爱心班”
学生宣读了《助残扶残倡议书》、有关领导向残疾人
发放个性化适配辅助器具23件（套）、爱心书画家现
场为残疾人创作并赠送书画作品。 裴光琪 摄

近年来，留坝县江口镇公民
道德建设以“德”换“金”树新风，
将善举美德和失信、失德的行为量

化积（扣）分，积分转入“德美屋”，
群众可在德美屋兑换物品。5 月
16日一天，该镇对达到兑换条件的

1000余人兑换了价值1.2万余元的
物品。图为当地群众在用道德积
分兑换物品。 陈耀芊 向龙 摄

5 月 12 日，西安市爱在路
上公益服务中心携手西安市
公安局黑河分局开展保护母
亲河黑河-江河卫士活动。40
多名志愿者和参加活动的黑
河分局干警通过演奏乐曲、歌
唱、宣读环保倡议书、进行环

保宣誓、知识抢答、捡拾垃圾
等环节，号召社会各界积极行
动，保护生态环境，做家乡河
的卫士，为营造青山绿水环境
尽力。

图为志愿者在水库沿岸
捡拾垃圾。 尚鸿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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