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流量不清零的便宜不好占

3 建议市民理性使用手机流量

手机流量并未出现“跑得快”1

在流量不清零政策将满月之际，“流量不清零后用得更快”成为网络热点话题。
这个话题的具体内容是，有不少网民吐槽，10月以来流量用的速度过快，以前

月底还有流量，现在到月中流量已经用完。还有网民称，如果你不小心开了流量忘
了关，小心第二天房子都要赔给运营商了。

这种现象是否在我市出现呢？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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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家住大楚城的阮先生认
为，流量不清零措施的实施，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缓解流量当月清零的激
烈矛盾，但仍不能彻底解决手机流量
资费不合理的问题。

“对于一个每个月流量都不够用
的人来说，流量依然不够用，而对于
每个月流量用不完的人来说，流量越
攒越用不完，其实最实在的还是应该
把费用降下来。”阮先生说。

把流量资费降下来，是市民们最
期盼的。然而，这个福利的到来需要
一段时间。

就目前情况而言，不管是流量使
用过快，还是流量清零有条件，市民
们最应该做的是理性使用流量上网，
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上网流
量问题。

据了解，一些用户在更新某款手

机操作系统，新系统默认在下载软件
时，如果WiFi信号不佳即会不经许
可自动启动4G网络下载，用户因此
产生高额流量，而用户仍以为是在
WiFi状态下上网，不会发生流量费
用。对此，用户应手动关闭该功能，
以避免该情况的发生。

用户可以通过每日流量短信提
示了解流量使用进度，还可以通过手
机营业厅查询上网流量详单，及时准
确了解自己的流量使用情况。用户
的每一次上网流量消费都可以通过
手机营业厅进行查询。

另外，有市民建议在手机里安装相
关流量监测软件。流量使用是客户隐
私，无法查询具体使用情况，只能查询
剩余流量，安装了相关监测软件后，若
是觉得手机流量出现异常，就可以通
过监测软件知道使用情况，便于维权。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
道：近日，在咸宁新闻网（咸宁
论坛），一位网民发帖反映：咸
宁南站有很多黑的，拉客行为
着实让人烦恼，希望有关部门
能进行规范管理。

网民“zxlfree”在帖子中
称，一天，她打的到南站搭乘城
铁去武汉，谁知刚下车没走多
远，蹲守在南站的“黑的”司机
就蜂拥而至，纷纷上前劝说让
她搭乘“黑车”去武汉。黑的司
机们黏得非常紧，让她感到很
恼火。

她期待部门能对黑的进行
管理，还市民一个舒心的出行
环境。

日前，市运管处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管理黑的遭遇难
题。首先，在处罚方面，“黑的”
非法营运的认定必须是非法营
运交易完成，也就是到了目的
地之后交易时被抓。仅凭“黑

的”司机拉客不能认定其非法
营运违法行为，运管处无法进
行处罚。其次，城铁南站公交
车、出租车运营配套设施还未
投入使用，导致城铁南站交通
运营秩序管理不到位。

不过，对于黑的问题，运管处
与交通部门仍然一直在坚持整
治。专门抽调执法人员组成巡查
专班，对市区非法营运“黑车”进
行打击，不定时到高铁咸宁北站、
城铁东站、南站等旅客集散地对
出租车运营情况进行监管。

据介绍，城铁南站的交通
运营秩序管理需多部门联合，
相互协调才能够使现状得到有
效改善。

目前，市运管处已向上级
部门及市政府汇报，请市政府
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城
铁南站公交车、出租车运营配
套设施及联合执法等问题，打
击“黑车”非法营运现象。

城铁南站黑的猖狂
市运管处：需开展联合整治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
25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上发帖称，咸安汀泗古
田线道路路面损坏严重，过往大
型重载车辆较多，路面已不堪重
负，相关部门应该管管了。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
采取相应措施。

网民“墨莲”发帖称，昨天从
杭州回汀泗老家探亲，看到家乡
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很快。但家
乡发展快的同时，带来的破坏也
较大。

“前几年回家，家乡的道路
还很好，这次回来却发现，汀泗
古田线路已是破损不堪。”“墨
莲”说。

网民“小金”、“英姿焕发”跟
帖表示，汀泗古田线路确实破损
严重，影响正常通行外，粉尘、噪
音等已严重影响沿途居民的生
活环境和出行安全。相关部门

应该尽快进行修复养护，让老百
姓有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咸安区公路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汀古线是咸安区的一条重
要经济线路和旅游线路，起点接
107国道，止点接汀泗古田，于
2008年改建为二级公路。因沿
线有7家碎石厂，大型重载石料
运输车辆多，路面不堪重负，导
致路段损毁严重。

今年8月，由市交通运输局
牵头，市、区二级政府、部门联动
整治，正式启动货运车辆非法改
装行动。汀泗桥镇政府在汀古
线沥青搅拌站处设置了治超限
高设施，由汀泗镇政府牵头，公
路治超部门配合治理汀古线的
超限运输。

汀古线的维护工作由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目前，汀泗镇已
拟定相关的管理工作，将协调沿
线矿山出资修复已损坏的道路。

汀古沿线路面损坏
咸安公路局：正采取相应措施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
日，网民“通山”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通山客运
站公车卫生差，还强制收费。”

该网民在帖子里说，近日去
通山玩，到汽车东站上卫生间，
被告知要收费五毛；返程时，在
汽车西站公厕如厕，被强制收费
一元。

“我质问收费的大妈，为何
公厕收费，她说是环卫要收的，
因为用水、打扫卫生等需要费
用。”该网民说，可看着里面的环
境设备，很差。因大妈非收不
可，自己又内急，就给了钱。

该网民问：“公厕收费为何，
收费依据是什么，费用是否入私
囊，期待相关部门给个明确的说
法。”

29日，通山环卫局相关负
责人回帖称：“通山客运西站公

厕目前由环卫局管辖，该局并未
派人在该公厕收费，您反映的情
况我们已安排管理人员去核实，
如再遇到有人收费，可拨打举报
电话：0715-2362247。”

客运东站公厕由县客运中
心管理。当日，该客运站夏经理
回应，客运站厕所对路经此地乘
客是免费的，而对外来人员是收
费的。

因为客运站周边情况较为
复杂，商贩、流动人口等群体比
较多，不容易管理。经客运站内
部决定，从去年开始，对客运站
外来的人员进行收费，而路经此
地的乘客只要凭车票便可免费
如厕。

“在厕所门口，有较醒目的
招牌，提醒来往乘客可免费如
厕。没看见的乘客因此就对我
们产生了误会。”夏经理解释。

客运站内公厕收费
通山环卫局：可拨打举报电话

在咸宁日报官方微博，有这样一
个粉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咸宁
结缘，并带着自己热爱的乒乓球运
动，承办了我市第一家注册国家牌的
青少年乒乓球训练馆。他就是杨歌。

2001年，家住徐州的杨歌带着一
身稚气踏入高中校门。“当时什么都

不懂，老师让我参加学校乒乓球比
赛，我就参加了。”回忆起第一次接触
乒乓球的经历，杨歌记忆犹新。

在班主任的指导下，他出乎意料
地拿到了高一年级组的冠军。此后，
杨歌在乒乓球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2008年，一次机缘巧合，杨歌来
到温泉，以外援身份参加咸宁市乒乓
球比赛，并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因为喜欢这座城市，他决定留在咸
宁，培养乒乓球新人。

杨歌说，当时，这里的乒乓球馆，
硬件软件设施相当匮乏，宿舍连床都
没有；球队的孩子打球是“野路数”；
队伍年龄间断大，不能形成完整的

“梯队”。
面对这样的“烂摊子”，杨歌凭借

着对乒乓球的热爱以及骨子里的倔
强，毅然留下。

他到处奔跑，想拉赞助配齐设
施。期间遭尽白眼，受尽冷落，但功
夫不负有心人，场馆内的基本设施齐
全起来。

此时，生源缺少又成为了一道拦
路虎。“很多家长思想比较保守，认为
孩子读书才是正事，打乒乓球是‘不
务正业’。”杨歌说。

当时，崇阳县的“新星体育俱乐
部”里有两名十分优秀的乒乓球苗
子，为了让他们来场馆内接受训练，
杨歌多次到崇阳，劝说他们的家长，
并许诺亲自开车去接他们来训练，与
他们同吃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
个孩子的家长最终同意他们来咸宁

训练球技。
通过不断的努力，场馆内的人数

由几个发展到如今的八十多个，其中
注册运动员达三十人。原本单薄的
教练员力量，也壮大到如今拥有好几
个国家中级教练员和高级教练员。

在第十三届全省中学生运动会
上，咸宁女单获得第四名，男双获得
第四名等几项好成绩。

对于未来，杨歌希望，通过大家
众志成城的努力，取得越来越好的成
绩，圆更多人的乒乓之梦。

【网民咨询】
26 日，网民“喵星人”咨询：家里

有两位年满 60 岁的老人，请问咸宁
60 岁以上老人现在可享受哪些福利
政策？
【记者打听】

当日，市老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现已全面落实了老年人优待政
策。

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进公园、入
公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市
内公交车；60至69岁老年人到我市旅
游风景区门票减半；70岁以上老人免
费进入我市旅游风景区；老年人看病
检查治疗享受相关优惠政策，70岁以
上老年人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等。

自 2013 年底开始，全市 6个县
（市、区）全面落实80周岁以上老年人
高龄补贴制度，按照80岁及以上老年
人每人每月30元，百岁老人每人每月
200元标准发放。仅去年，全市高龄
津贴发放近4万人，发放金额达1500
余万元。

据介绍，截止今年6月，全市60
岁以上老人达42.55万人，占总人口
数的14.2%；65岁以上老年人达27.61
万，占总人口数的9.2%；80岁以上高
龄老人年达 3.98 万人；空巢老人达
19.87 万人。数据显
示，我市已进入人口
老龄化阶段。
（记者 朱亚平）

【网民咨询】
27 日，网民“猫”咨询：我是刚毕

业的大学生，现在温泉实习，没有固
定住房。听说咸宁有公租房，不知道
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入住公
租房？
【记者打听】

当日，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租房配租的对象是城市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部分新就业职
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新就
业职工，可以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具有本
市城镇常住户口或持
有本市《居住证》；为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且毕业未满五
年；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规定的收
入标准；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
（含一年）期限的固定劳动（聘用）合
同，且在所在城区连续缴纳一年以上
的社会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本人及
其配偶在本市范围内无房且未租住
公房，直系亲属在本市范围内无住房
资助能力（住房资助能力即申请人父
母、子女或申请人配偶的父母在本市
拥有2套及2套以上住房，且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达到35平方米以上）。

此外，新就业职工所在用工单位
建设或筹集有用于本单位职工的公
共租赁住房的，应由本单位解决其住
房困难问题。 （记者 赵晓丽）

60岁以上老人可享哪些福利 毕业生申请公租房有何条件

网民在线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
道：22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称，从107
国道至五金城附近的路段，车
多灰尘大。希望环卫部门能增
加洒水次数，为附近居民降尘。

网民“日月争辉”发贴称，
他家住在107国道旁边，最近连
着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天气晴
好，可因为107国道上面通行大
型货车的原故，路面从早到晚
都是雾蒙蒙一片。

虽然家里每天都做卫生，
可家具上永远都是蒙着一层
灰。不仅他家里如此，所有居
住在107国道上的居民家里都
是这样。白天不敢出门，晚上
不敢开窗。

市环卫局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回应，经该局调查核实，由于
107国道八斗角至五金城路段
上南来北往的车辆非常多导致
灰尘很多。再加上附近咸安物
流区正在建设开发，工地施工
拖土也引起漫天灰尘。

市环卫部门对此路段的洒
水次数像其他主要路段一样，
为一日三次，但灰尘污染仍然
较为严重。

该负责人表示，经环卫部
门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将对此
路段实行一日四次洒水，必要
时一日五次洒水。同时加强清
扫力度，及时清除路面灰尘。

同时，他们希望咸安物流
区工地施工方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施工灰尘，共同维护城市
环境卫生。

国道路段灰尘飞扬
市环卫局：已增加洒水次数

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他们
均表示，流量消耗量与以往差不多。

在温泉购物公园开服装店的周
女士是移动用户。她使用的是移动
本月推出的流量优惠活动套餐：15
元包500MB的4G套餐，截止28日，
她使用了230多MB。上个月，她使
用250多MB的流量。

周女士称，她在家里或店里时都
是使用无线网络，只有在外时才会使
用流量。她这个月使用流量的频率
比上个月还要多一些。

上个月以前，她用的是20元包
300MB流量的套餐，不敢放肆用。
这个月，她换了套餐，流量增多了
200MB。于是十一期间回乡下老
家，几乎每天都是开着流量，回温泉
后，有几天也是整天开着流量。

“我以为这个月流量会超标呢，

没想到上网一查，只用了230多Ｍ
Ｂ。”周女士说。

公务员小赵是联通用户，使用的
是2GB的4G套餐。以往每个月最
多用1GB，截止29日，她使用了近
1GB。因为流量多，她每天肆无忌惮
地用流量，4G网络从来没有关过。
不过她表示，流量再多，她都不用来
看电视，只看一些小视频。

家住凯越学府的李先生是电信
用户，使用的是2GB的4G套餐。他
经常用流量看新闻、视频，通过手机
上的流量监测软件显示，截止29日，
他的流量使用了 1.6GB，与上月持
平。

三大通信公司的消费者，记者各
采访了8位，他们中有公务员，有普
通市民，有做生意的，没有一位表示
出现流量“跑得快”现象的。

采访中，市民们虽然对流量消耗
过快的现象没有非议，但对流量不清
零这个政策颇有微词。有市民认为，
流量清零不是福利，反而有换汤不换
药的感觉。原因是流量清零有条件。

根据三大运营商的有关规定，今
年10月开始，当月剩余流量可延期
结转至11月底前使用，后续月份以
此类推。换句话说，10月份的剩余
流量必须在11月前使用完，不然12
月份仍将自动清零。

“与其说‘流量不清零’，还不如
说‘流量延期’更加准确。”市民张先
生认为，这种福利让人有些失望。

更让他失望的是，套餐内的流量
用完后，如果再购买几十元的附加
包，附加包里剩余的流量，第二个月
却要清零。

张先生举了个例子：如果订了一
个2GB流量的4G套餐，第一个月用

了1GB，月底剩下的1GB流量就会
转到第二个月，并在下个月首先使用
上月的流量余额，再使用套餐中的流
量，但之前的流量余额在第二个月就
会被清零；如果当月流量不够，又购
买了一个附加包，500MB，结果只用
了300MB，那么，剩余的200MB不
能转到下一个月，还是要被清零。张
先生表示：“不划算，资费还是太贵
了。”

28日，记者到三大通讯运营商
营业厅走访，工作人员均表示：“当月
流量不清零，是指主流量不清零，当
月剩余的流量可顺延1个月使用。
而临时流量包并不在此次执行范
围。如果遇到需要临时购买流量包，
用户可购买半年流量包，避免不必要
的浪费。”

对此，市民们都称：“流量不清零
的便宜不好占。”

你的手机流量“跑得快”吗？
记者 马丽

杨歌的乒乓球之梦
记者 赵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