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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十一"将至#各大卖场纷纷

推出多种多样的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其

中不乏存在过度或虚假宣传现象的商家#

消费者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上当受骗$ 为了

使消费者在消费时真正得到物美价廉的商

品和服务# 市消费者协会为广大消费者披

露不良商家惯用的四大促销招数# 提醒广

大消费者参加节日促销活动要理性$

贫困肢残儿童矫治
可享救助
!

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肢体矫治手术对于有手术需求

的肢体残疾儿童来说是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

段$记者昨日从市残联获悉#贫困肢体残疾儿

童免费矫治手术术前集中首次筛查活动结束

后# 符合条件的贫困肢残儿童依然可继续到

户口所在地的残联报名享受救助$

据悉# 为了使肢体残疾儿童家长搞清楚

自己的孩子是否适合手术# 使符合矫治手术

的肢残儿童能够得到免费手术救助# 市残联

康复教育技能培训中心积极与手术定点医院

联系#组织相关专家开展集中免费筛查$

该项目的救助对象为符合条件的全市城

乡有康复需求的贫困肢体残疾儿童# 其中优

先资助城乡低保家庭的肢体残疾儿童$ 矫治

手术主要针对
0

岁以下肢体残疾儿童常见

的%严重影响儿童正常生活和活动%术后效果

明显的手术&针对手术适应症#年龄可放宽到

1*

岁$

患有先天性关节畸形如马蹄足% 先天性

关节脱位%膝关节脱位&小儿麻痹后遗症%脊

膜膨出后遗症等导致肌腱挛缩% 关节畸形及

脱位&脑瘫或脑损伤导致的严重痉挛%肌腱挛

缩% 关节畸形及脱位等症状的贫困肢体残疾

儿童家庭可到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

报名#还可咨询周口康复教育技能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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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好天气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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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雨水终于止步了# 这个周末

好天气当道$ 如果有空闲#您不妨到周口市

区五一广场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大型

房展会上看看#可能会收获更多的惊喜哦)

!天天下雨#衣服晾几天了#摸起来还

是湿湿的$ "!地上到处都是雨水#出门真不

方便$ "雨水自
5

月
*

日光临我市之后#坚

持每天!上岗"#毫不懈怠#不仅让气温!

6

"

字开头#同时#也给市民的生活和出行带来

了一定不便$

或许是听到人们的期盼# 雨水终于停

下脚步$ !

5

月
75

日#我市多云到晴天#本周

未来两天将持续这样的好天气$ "市气象专

家介绍#雨过天晴之后#气温会逐步回升#

但是早晚天凉#市民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

这个周末天气不错# 您不妨出门走一

走#拥抱自然#释放一下心情$ 此外#如果您

有时间#可以到周口市区五一广场#逛一逛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房展会# 不仅能

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还能免费领

取饮料%汽车多功能安全锤等等$

本周未来几天天气预报如下* 周五多

云到晴天&周六%周日晴天间多云$

线索提供 任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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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商家将有问题的商品或滞销商

品在节假日!换汤不换药"地贴上新的标

签#以折扣或返现等方式卖给消费者$ 由

于节假日客流量大#消费者很难在现场辨

别清楚有些商品的问题#再加上有吸引力

的折扣#消费者很容易被蒙蔽双眼$ 这主

要是抓住了消费者贪便宜和节假日疯狂

购物的心理#主要出现在服装%电器方面$

杜绝此类问题需要消费者在注重商

品价格的同时不能忽视商品质量#不能只

听售货员一面之词# 一定要冷静购物#不

要忽视任何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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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场五折销售#买一赠一"%!亏本

清仓" ++相信很多消费者对此并不陌

生#这正是商家宣传手段之一$ 一些商家

通过极具夸张诱惑力的宣传让消费者误

以为所有商品都是大尺度优惠#殊不知进

入商场才发现你很难找到真正五折优惠

的商品#此时商家又有了说辞*!优惠商品

已经售罄"# 商家是通过这种手段营造消

费人气$ 这主要是对刚需消费群体的虚假

宣传#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型综合

性商场$

杜绝此类问题需要消费者切忌抱有

侥幸心理#洞察商家营销策略#有针对性

地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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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很多消费者以为就

是打半价#其实不然#里面的差距非常大$

多数商品会以
55

%

!55

%

655

元标注价码 #

如购买
!55

元的商品# 因为没到
644

元#

所以只能减去一个
84

元# 当你想用余下

的
55

元再次减
84

元的时候#只能再次消

费#这样意味着减去的钱永远少于你预期

的#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消费额度$ 这种

现象节假日尤其明显#主要是抓住了消费

者节假日盲目购物较多的心理$

杜绝此类问题需要消费者明确自己

的购物选择#不可被!买
!44

减
84

"之类的

促销手段冲昏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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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购物小票免费抽奖#中奖率百分

之百"# 这样的诱惑对于消费者很有吸引

力# 其实奖项设置大多没有经过公证#奖

品的大小#质量的好坏都无从知晓$ 再者

就是抽中奖品需增加!装裱费"等附加费

用#遇到这种情况#那就需要消费者冷静

对待了#千万不要为了获得大奖而盲目消

费$

以上四大招数是商家的惯用手段#市

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有钱不买

半年闲"#节日消费要理性#选购商品要实

用$ 十一节来临之际#只有冷静筛选所购

商品#机智应对商家促销诱惑#才能买到

物美价廉的商品$

桶装水里有虫子!

!

晚报记者 张擘

本报讯 !桶装水里有虫子#太可

怕了#这桶装水是真不敢喝了)"

5

月
!3

日#在周口市区黄河路西段开店的赵先

生反映了他遇到的这件烦心事$

5

月
!3

日
!4

时许#记者在赵先生

的店铺看到# 一张凳子上放着一桶水#

桶装水的开口处还未打开#但水桶里一

只白色的小虫子清晰可见'如图($ !水

是
5

月
!!

日由周口市区某水厂的送水

工送来的$ 我
!2

号那天往饮水机上装

的时候才发现水桶里有白色的虫子) "

赵先生说#他从今年
2

月份开始购买这

个水厂的桶装水的水票#一直由水厂往

店里送水$ 他发现水桶里有虫子后#与

水厂联系#水厂只承诺!一赔十"#这让

他无法接受$

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将派工作人员连同相关部门对调查

此事$如果调查发现这个水厂的产品确

实存在问题#那么赵先生将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

赔偿$

市民如遇到桶装水的质量问题该

如何解决呢. 这位负责人说#市民首先

应该拍照留证#并拨打消协热线
!62!8

举报$ 有关部门会联系企业#确认举报

人所说情况是否属实$因为桶装水的销

售模式存在特殊性#购买的发票不可能

做到!一桶一票"#因此拍照留证是十分

必要的$

疑似精神病患赖新车里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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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5

月
!0

日# 一辆满载商品车

的货车到大广高速服务区加油$ 趁货车司

机不注意# 一男子爬到货车第二层一辆新

车里#并把自己反锁在车里$ 货车司机无奈

报警# 民警请来开锁匠打开车门才将男子

从车内拉出$

!我加油时看到一个衣冠不整的男子打

开车门进去#我让他下来#他竟把车锁上了#

怎么叫也不出来$ "货车司机说#由于男子迟

迟不肯下车#他只好报警$

民警王航程和张建宾接到
,,"

指挥中

心的电话后#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抵达现场

后# 民警发现这名男子情绪激动且下身赤

裸# 疑似有精神病$ 民警讯问货车司机得

知#货车上装的这批新车没上锁#车门一拉

就开#男子因此才能进入车内$

民警王航程爬上货车# 大声与陌生男

子沟通#稳定男子情绪#并劝其拔下车钥匙

打开车门下车$ 但男子只是拔下车钥匙#拒

绝下车$

8

个小时后#男子仍不肯下车$ 民警找

来开锁师傅#在做好安全措施后打开车门#

将男子从车内拉出来$ 民警给男子找来衣

服和食物#后将其移交辖区派出所$

民警提醒# 司机在服务区休息或加油

时一定要锁好车上所有车门# 以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 线索提供 常守振 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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