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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消费提醒

曝光台

消费贴士

有话要说

维权

1月5日，西平县电业局按照《河

南省电力公司重要客户供用电管理

办法》，对辖区内重要客户按照客户

性质进行分类，并对客户档案进行完

善整理，为春节前重要客户安全用电

早做打算。

重要客户的用电问题一直都是

该局的重要工作，该局分片划区，合

理安排人员定期对重要客户进行走

访，根据时令宣传供用电形势，及时

掌握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用电需

求，了解客户对供电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用电曲线进行用电指导，开具节

电良方；对有报装需求的客户开辟绿

色通道，指定一名客户经理全程贴

心服务，协调解决客户的用电问题，

使客户用上快捷电、满意电；为客户

检查室内外线路和设备，按照“排查

到位、告知到位、报告到位、督导到

位”原则对发现的隐患跟踪整改，并

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确保隐患整

改不留死角；对客户关心的问题，给

予详细解答和回复，认真对待客户

提出的每一条意见或建议，第一时

间向客户反馈；针对春节临近、订单

增多的实际，制订重要客户应急预

案，加强和客户的沟通联系，做好应

急值班和抢修服务工作，全力保障重

要客户用电无忧。 （刘静）

上周，消费者李先生向笔者爆料，他家孩

子所就读的学校有个微信公众号的，但他周三

在翻看微信时意外地发现，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上最新的消息竟然是运动鞋的代购广告，号称

3折购买某品牌运动鞋。“怎么回事，学校的账

号也做起广告啦？”不少家长在QQ群里提出

了疑问。“当时大家就分析，估计账号被盗了。”

他说，但等到周五他看到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时，该代购广告已经被删除了……

微信公众号启用短信验证更安全

“前段时间有网站发生了密码泄露，其中

有不少人采用的账号和密码与公众号一模一

样，结果被利用了。”腾讯相关负责人承认这

几天确实接到了不少微信公众号持有人的投

诉，反映被盗号和推送垃圾广告的事。随后

微信做出公开声明，提醒用户在使用微信的

过程中注意保护好个人账号信息安全，“请勿

在不信任的第三方平台向他人透露账号密码

等信息，以免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损失。”并

承诺，若第三方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通

过各种方式诱导用户填写个人信息，从而导

致用户隐私泄露风险的行为，微信将坚决予

以打击。

无论是微信个人用户还是微信公众号持

有人，腾讯方面都建议开启手机保护，启用手

机短信验证登录。据介绍，微信公众账号运

营者在微信公众平台“设置”栏下“安全中心”

的“手机保护”设置页面，选择“启用”手机保

护功能，再点击“获取验证码”，系统将向该公

众账号已绑定的手机发送验证码，按指引填

写验证码，即可成功开启手机保护功能；个人

用户开启手机保护模式与此相同。这样其他

人就无法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登录你的微信

账号。

有被盗号的微信公众号持有人私下说，

“幸好这次只是用来营销”，直接的影响就是

“掉粉”，如果做点其他事，他们也毫无办法。

直到被盗号，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被盗走

了账号和密码。

朋友圈“好玩”测试你要绕道走

网络远没有想象中安全，用“公众号”、“密

码”等几个关键词在网上一搜索，能跳出好几种

方法手把手教你，怎样虚拟出号码、怎么定位、

怎么获取密码。有时候你做了泄露账号、密码

的事自己都没有察觉。比如前段时间朋友圈里

流行测前世或者来世的趣味测试轮盘，填写真

实姓名、性别等信息就能看到结果，有朋友自己

玩了觉得有趣还转发给朋友。转了一阵之后，

很多网友发现自己开始不断收到各种各样的广

告。直到官方微博发出警方提醒秘密才被揭

开：这些网页是有后台服务器的，点开页面、写

下姓名，你的微信号和姓名就在他们的数据库

里关联好了。接下来可能就会疯传一个测手机

号码吉凶的测试，然后就有了你的手机号码，再

接下来搜索一下你的微信号，这样照片也能下

载了。有些网友习惯用QQ号、手机号、邮箱等

作为微信号的，这样你的信息他们都知道了。

其实，这样的趣味测试无论是微博、微信

里都很常见，有些的确是纯趣味性的，有些则

是为了收集个人信息，建立数据库。下回再碰

到这样需要填写真实姓名、手机号或者QQ号

的“好玩”的测试，记得最好绕道走。 (丽华)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公布《电话“黑卡”治理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

范围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行动目标

是在2015年12月31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

记率达90%以上。

电话“黑卡”，是指未进行实名登记并被不

法分子利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移动电话卡

（含无线上网卡）。据了解，在街边小摊及网络

上想要购买一张无名卡仍然不是什么难事。统

计数据显示，因把关不严、存量较多等因素，非

实名电话卡仍多达1.8亿户，这给了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其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实施通讯信息诈

骗、组织恐怖活动的机会。

为强化源头防范，自今年2月1日起，电信

企业各类营销渠道在为用户办理电话入网手续

时，应利用专用移动应用程序（APP）、与“全国

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联网比对等技

术措施，核验用户身份信息，实现系统自动录入

用户身份信息，停止人工录入方式；9月1日起，

电信企业各类实体营销渠道要全面配备二代身

份证识别设备，在为用户办理入网手续时，必须

通过使用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核验用户本人身

份证件，并通过系统自动录入用户身份信息。

电信企业通过网络营销渠道销售电话卡

时，在预选卡号环节应要求用户上传居民身份

证的扫描信息，将该信息与“全国公民身份证号

码查询服务中心”进行联网比对，核验通过后方

可配送电话卡；在电话卡配送环节，应在确认用

户身份证件与网上提交的身份信息一致后，方

可向其交付电话卡并为其开通移动通信服务。

对没有取得电信企业网络售卡代理的网店，电

信企业要会同网络交易网站经营者及时进行清

理。

此外，对于2013年9月1日前入网的未实

名老用户，基础电信企业要在为其办理新业务、

更换电话卡时依法要求其进行补登记，并利用

话费积分奖励等方式主动引导，且不得擅自加

重用户责任、要求用户变更资费套餐。（雪骐）

日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公布了包括符合安全与

性能认证要求的家用空气净化

器、净水机产品名单。本次获

证的5家空气净化器企业分别

是美的、海尔、格力、大金、莱

克；九阳、格力、TCL、润鑫、生

命华文、浪木等6家企业的产品

获得了净水机产品的相关认

证。作为第三方认证机构，

CQC的相关认证帮助消费者辨

别假冒伪劣及夸大宣传的商

品，为消费提供购买依据与指

导。同时，引导企业重质量、讲

诚信、树品牌。

有关数据显示，空气净化

器的市场规模在逐年扩大，

2015 年市场规模预计可达

1240万台，增速则为63.1%，成

为又一个市场容量突破千万台

的家电产品。市场上常见的净

化器品牌达数百种，价格从几

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质量与效

果也是参差不齐。为此，作为

我国空气净化器和净水机认证

工作的首个实施单位，CQC在

继2013年推出了净水机安全与

性能认证后，历时近1年，开发

出了家用空气净化器安全与性

能认证项目。该认证对空气净

化器产品的安全与电磁兼容、

净化、除菌、节能、环保等做出

了严格规范，确保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CQC认证产品时放心、

顺心。

据介绍，对于空气净化器

和净水机产品，CQC从产品型

式、结构、关键元器件等入手，

控制产品一致性和质量，委派

专业检查员对工厂的质量管理

体系进行检查，并采取不通知

获证生产企业的随机检查、市

场监督抽样等方式对获证企业

进行有效地监督，保证企业能

持续有效地生产符合认证要求

的产品。 （小骐）

严冬季节，电暖宝成为很多消费者

的选择。中消协昨日发布消费警示，小

心电暖宝变成“电手雷”，尤其要注意避

免储液软袋式电暖宝发生内液泄漏、烫

伤皮肤等危险。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主要是储液的软

袋式电暖宝，少部分为固体电热饼。据

中消协投诉与咨询信息系统统计，消费

者在使用电暖宝的过程中，发生的伤人

事件不在少数。今年初，一些消费者在

给储液软袋式电暖宝充电时突然爆炸，

里面的液体喷出，造成人员烫伤。

中消协特别提醒消费者，切勿在路

边摊贪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不仅要

注意通电储热安全，也要观察表面材料

是否有颜色迁移现象，避免引发皮肤受

损。同时，消费者不要将储液软袋式电

暖宝跟尖锐物品及明火接触，以防损坏

发生内液泄漏；切忌将电暖宝抱在怀中

一边充电一边取暖，避免发生触电危

险；电暖宝输入插口部分如有变黑、打

火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此外，不要

长时间连续使用，防止低温烫伤，婴幼

儿、热感觉迟钝者或生活不能自理者尽

量不用或少用。注意电暖宝的使用寿

命，避免“超期服役”引发触电危险，当储

液软袋式电暖宝不正常膨胀时，应立即

停止使用。 (爱玲)

▶ 近日，信阳市工商局“新消法、新权益、新责任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律知识竞赛”举行决赛。此次知识竞赛是《新消法》实施第一年

的一次宣传和普及活动，对于强化生产经营者责任、增强消费者法

律意识和提升工商、消协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周成摄

近日，新蔡县工商局余店工

商所在对辖区市场开展巡查时

发现一涉嫌制造销售假冒名牌

涂料黑窝点，现场查封涉嫌假冒

各类名牌涂料552袋（1*25kg）。

当日，工商执法人员在市

场巡查时发现位于余店镇余店

村委一家民房内有一涂料厂，

在三间约200平方米的民房内，

摆放了一台简易的干粉混合机

和一台砂磨机，现场查封标识

为“上海汇博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的“王中王”水晶钢化涂料

33袋，标识为“河北廊坊立邦涂

料有限公司”的“立邦”新型水

晶钢化涂料249袋，标识为“上

海三棵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的“三棵树”高级内外墙干粉涂

料王146袋、标识为“北京好运

来涂料有限公司”的“好运来”

涂料124袋及以上涂料包装袋

300余条。

经查，当事人李某看到外墙

涂料市场前景较好，便租用一民

房，在未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相

关手续的前提下，从外地购买标

有以上企业标识的包装袋1000

条从事外墙涂料加工制造销

售。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涉嫌

假冒他人厂名、厂址的涂料及设

备进行了现场查扣并立案调

查。 （蔡海燕）

为给消费者营造一个放心

的保健品消费环境，近日，商

丘市工商局睢阳分局对全区

老年保健品市场进行了专项

整治，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

老年保健品及其虚假宣传等

违法违规行为。行动中，该局

重点对辖区内经营保健品的

店铺、保健商品“体验店”、保

健品“免费咨询”店等进行全

面清理摸排，严查以“免费体

检”、“免费听课，赠送礼品”为

名，借机向老年人推销保健

品、理疗仪、保健服及保健食

品等行为，至目前，该局共检

查食品超市、药店、保健食品

经营户86家，依法取缔无照经

营老年保健品的店铺3家，查

获过期、冒牌阿胶、蜂王浆等

伪劣老年保健品212盒，查处

违规以义诊、免费体验形式开

展的促销活动5起，收缴虚假

宣传广告 1000 余份，调解消

费纠纷8起，为老年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6.5万余元。

（逯振典）

2014年8月18日，沁阳市王

召乡的武先生打来投诉电话，投诉

沁阳市木楼村某电动车门市部。

武先生去年4月份在该电动车门

市部购买的某品牌电动车，骑了几

天就出现了问题，车轮与电瓶盒座

出现摩擦情况。他找到门市部维

修，门市部维修人员把车轮与电瓶

盒座做了调整。随后电动车又多

次出现同样的问题，门市部也维修

了几次，但仍未彻底修好，最后店

方索性拒绝免费维修。沁阳市工

商局木楼工商所接到投诉后，工作

人员随即与双方当事人联系，了解

投诉反映的情况。店方称武先生

的电动车车轮与电瓶盒座摩擦，门

市部已做了调整维修。武先生坚

持认为还是摩擦不断，门市部维修

人员检查后认为不会出现摩擦现

象。工商所工作人员现场对电动

车做了试骑，当场发现了电动车车

轮与电瓶盒座带人骑行时稍有摩

碰，但是时有时无。在事实面前，门

市部无话可说，后经工作人员耐心

调解，门市部最终同意为武先生免

费维修。 （王志）

垃圾广告盯上微信公众号
要填真实姓名最好绕道走

电暖宝勿长时间用
切记充电时别用

西平县电业局：

做好重要客户春节前用电

电话卡实名率今年有望达九成以上

2014 年 5月 18 日，王先

生投诉称其是孟津县平乐镇

的农民，在电视上看到了洛阳

市老城区某养殖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合作社）发布的饲

养土元广告后，认为该项目投

资少、利润高、方法简单，且成

熟后合作社负责保价回收，于

是，便交了6000元的饲养合

作保证金、与合作社签订了合

作饲养合同。但其购回后发

现，土元养殖并不是他想像的

那么简单，购回的土元饲养一

段时间后由于管理手段、饲养

方法等原因分批死去，尽管合

作社又给其免费提供了几次

土元虫卵，但均以失败告终。

为保护养殖户和农民合法权

益，县工商分局立即组织专人

对双方的纠纷予以调解。最

终，双方当事人在工商所工作

人员的调解下相互和解并达

成一致协议：由合作社退回投

诉人王先生6000元饲养合作

保证金，双方签订的饲养回收

合同予以解除。 （李冰）

电动车存故障 店方须担责养土元失败 工商出面获赔

当心“王中王”“立邦”等
假冒名牌涂料
新蔡工商局查处一涉嫌制造假冒名牌涂料窝点

买空净产品看清CQC认证
美的海尔九阳等6家产品放心用

工商动态

商丘市工商局睢阳分局：

严厉整治老年保健品市场

为保护消费者健康饮食，

近日，濮阳县工商局对调味品

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调

味品经销户、超市、食杂店等进

行重点检查，以花椒、辣椒和火

锅底料等调味品为重点品种，

重点检查有无添加剂购进及使

用情况，检查辖区内从事调味

品经销的各类市场主体100余

家，实施行政指导7次，有效规

范了辖区调味品市场经营秩

序。 （卓愚耿皓）

濮阳县工商局：

专项检查调味品市场100余家

视觉工商

资料图片

◀ 近日，夏邑县

工商局会同质监、食

品药品监督、商务、畜

牧等部门，对该县食

品市场、猪肉市场、大

型超市等节日市场进

行了检查，保障了群

众节日食品安全消

费。

李光高摄

借款人：正阳县隆丰新型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担保（抵押）人：隗义龙

借款人于2011年12月15日在河南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正阳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750万元，隗义龙用其土地使用权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
保。该笔贷款已于2013年12月15日到期，贷款余额750万元。现河南正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6日将该笔贷款的债权转让给正阳县华美
实业有限公司，请借款人及担保（抵押）人直接将该笔贷款的结欠本金及相应利息偿
还给正阳县华美实业有限公司，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借款人及担保（抵押）人承担。
附：正阳县华美实业有限公司的联系地址为正阳县西大街工商银行楼下，联系方式
为18790335086。特此通知。

通知人：河南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正阳县华美实业有限公司

2015年1月4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