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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消费

新闻追问 问真相

【网民咨询】网民“墨马”抱怨：自
从入冬穿上毛衣，她简直就成了静电
超人。每次一摸车门就要来一通“蓝
色闪电”，一碰同事就触电，简直都产
生了心理阴影。请问如何有效消除
静电？

【记者咨询】对此，对防静电有经
验的市民王女士表示，冬天空气干燥，
人们多穿毛料衣服，极易产生静电。
加之居室内墙壁和地板多属绝缘体，
容易产生静电。

消除静电的方法是，在衣服穿着
上，可以在毛质衣服
里面加一层纯棉的
内衣，阻隔毛料衣物
与 身 体 之 间 的 摩
擦。家居饰品尽量

避免使用化纤和塑料制品，以防止摩
擦起电。毛质衣物在洗涤后，应该用
衣物柔顺剂浸泡一下，还可以用稀释
的淡盐水浸泡，如此可以增加衣物水
分的保有量。应该注意的是，浸泡后
就不要再进行漂洗。

对于有车一族而言，接触车门的
那一刻，同样也会受到静电冲击，建议
上下车前用手抓住钥匙的金属部分，
然后用钥匙尖去碰下车门，再开车门。

皮肤护理方面，要尽量选用高保
湿的化妆品，室内放加湿器。使用电
视或电脑后，应该马上洗手洗脸，并立
即擦上乳液，让皮肤表面上的静电在
水中释放，同时增加皮肤湿润度。洗
头时一定要打护发素，也可以在发梢
涂抹一些护发油。梳头发时，可以先
喷一些水或润发产品在头发上。

“双11”快递高峰到来
公安部门：警惕快递不翼而飞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安物”在咸宁新
闻网（咸宁论坛）提醒网民：“正逢‘双11’收快递旺季，很多
业主都把快递放在物业或者门卫室，为防止快递莫名遗失，
建议大家亲自签收快递。”

9日，记者就“双11”快递问题进行采访，发现不少小区保
安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都说“双11”快递件实在太多，业主自
己要多花精力来管理接收快件，不能全靠保安和物业来保
管。

在咸宁大道一家物业公司上班的李女士称，每次，快递
员都把快递放在物业。每年“双11”，物业就必须把办公室腾
出来放快递。但他们所管的小区属半开放性质，小区里出入
人员比较多，物业公司很难识别到底是不是业主，因此会出
现快递件丢失的现象。

对此，一号桥派出所民警提醒，收取包裹时务必由自己
或者家人、朋友亲自签收，这样才能防止快递被他人冒领或
者误拿。有些快递员送包裹时直接将包裹放在小区门卫室
就走，也没有电话、短信通知收件人，对于此类快递公司，市
民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这样就不怕快递员扔了快递就走。

另外，收取包裹时务必当场验收。无论是邮寄还是收取
快递，最好选择一些口碑较好的快递公司，这类快递公司往
往管理更加专业，更加注重对快递员业务和素质的培养，也
有更为严格的工作制度。如果还不放心的话，还可以选择对
快递进行保价，确保万无一失。

城区公交卡充值点减少？
枫丹公交：目前有五个充值点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8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发帖称：“城区公交充值点越来越少。”

网民“蔷薇”在帖中称，这几天公交卡上余额不足，8日下
午，她专程到8路公交起始站附近的公交卡充值点充值，被告
知该网点暂时不能充值，如果要充值请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
充值。

“以前城区不是有很多充值的地方吗？行政服务中心还
是远了点。”网民“清风”跟帖道。

9日，记者咨询了枫丹公交公司分管“公交一卡通”的相
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8路起始站充值点一直在营业，由于这两
天中心花坛附近基础建设拆迁的缘故，充值网络出现故障，
因此暂停服务，给市民的充值带来了不便。

不少市民咨询，花坛的值班岗亭位于道路扩宽区，该岗
亭是否会被取消。该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支持市政建设，即
使现在的岗亭被拆除，还是会在附近设置新的充值点，不会
影响市民充值。

该负责人还表示，除了该充值岗亭一直保留外，城区目前
的充值点还有4个，分别是市行政服务中心充值点、位于马桥
的枫丹公交公司办公楼一楼充值点、咸安区行政服务中心充值
点以及2路公交车位于咸安区白马商城地段的公交调度岗亭。

潜山公园小商亭破旧不堪
潜山管理处：正在申请改造资金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网民“星期天”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发贴称，潜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小商亭破
旧不堪，与公园内的文化长廊等文化设施极不协调。

该网民称，最近，他发现潜山的文化长廊空地中央建起
一座破旧小商亭，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

8日，记者来到文化长廊附近，看到长廊上修建了木质座
椅，专供游人休憩，旁边的红柱子上也挂满了各式楹联，确有
古色古香的味道。相比之下，在长廊中央的空地上，几块钢
板搭建起来的破旧的小商亭显得很不协调。

小商亭的老板介绍，在这里搭建商亭并经营是经过相关
部门许可的，而且每个月要交租金。因为来这里的人都会带
水带吃的，其实收入并不乐观。

该亭子的老板是如何取得建造资格并经营的？带着问
题，记者来到潜山森林公园管理处。

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商亭是一个服务设
施，但因为规划时资金不够，没有建设配套的商亭，所以只能
让私人来做。这个亭子是由商亭老板自己所建。

目前，公园管理处正在向上级申请资金，准备将公园所
有小商亭建成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建筑。另外，公园管理处
已督促该店店主将商亭设施进行整理规范、摆放整齐、清理
周边垃圾。

业主养狗咬人不愿赔偿
派出所：建议法院起诉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日，网民“shizheng411526”
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投诉：“凯翔花园业主在楼道
养狗，把我家人的腿咬伤了，却不愿意赔偿。多次找物业和
派出所投诉，也没有解决问题。”

该网民称，他是凯翔花园业主。小区1栋2单元301业
主养了条土狗，放在楼道中，每次上下班从楼道走过时狗都
狂叫。10月29日，家人下班回家经过楼道被狗咬了，腿被咬
破皮，没有流血。但第二天被咬的部位红肿，就赶紧去打了
狂犬疫苗。

被咬后，他就找狗主人。狗主人叫他用碘酒擦洗伤口。
还说他要上班，没时间照顾狗，只能放在外面，叫该网民经过
楼道时自己小心。

该网民将此事向物业反应。物业表示会帮忙解决，但一直
没有找狗主人面谈。该网民又向浮山派出所报警。

10月30日，警察来了。狗主人的儿子表示，家长回来后
会赔偿打针费用。但当该网民再与狗主人交涉时，狗主人却
说：“整个楼道的人都没咬，怎么咬了你们，这个我不管，你们
找派出所的来了，你们再继续找。”

对此，该网民很无语，但不知如何解决。
9日，记者与浮山派出所联系，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多次出警，但狗主人不再愿意交谈，五百块钱的赔偿费
也不愿出。派出所建议被咬的业主去法院起诉。

【网民咨询】网民“姜女士”咨
询：家里不可拆的纱窗布满灰尘，
上周末打算清洗下，发现清洗难度
很大。请问有什么操作性强、效果
又好的清洗方法吗？

【记者打听】7日，家政服务人
员肖女士推荐了几个小妙招。

一，将废旧报纸喷水打湿，贴
在纱窗背面，五分钟后，将报纸取
下，潮湿的报纸上会粘满纱窗上的
灰尘污渍，再用抹布擦一下纱窗，
就干干净净了。

二，将食用纯碱加入热水兑成
碱水，用软毛刷蘸取后涂在纱窗
上，5分钟后用抹布擦去，再用湿
抹布擦拭一遍。这种方法去除油
腻效果明显，不费力。

三，将食用面粉兑适量清水
(浓度不宜太稠，否则很难晾干)，制
成面糊，再用软毛刷蘸取后涂于纱
窗上，待面糊干结后从纱窗上拍
落，纱窗立即干净。

四，湿茶叶渣也有吸附功效，
先在纱窗上撒上一些冲泡过的茶
叶，再用扫帚扫，轻松省事。

五，把洗衣粉或洗洁精倒在
脸盆里，搅拌均匀，制成清洁剂。
在脏的纱窗上铺上报纸，用刷子
沾上自制的清洁剂刷铺在脏纱窗
上的报纸。等报纸变干，再把报
纸拿下来，纱窗变
得很干净了。这是
一般人常用的方
法，但这种方法比
较麻烦。

如何清洗纱窗 如何消除静电

三年前买了个煤气灶。三年间，煤气
灶始终陷在“坏了修，修了坏”的恶性循环
中。这事让市民赵女士头疼。近日，在工
商部门的帮助下，她终于换了个新煤气
灶。

“这件事能得以解决，真是要感谢工
商部门的工作人员。”9日，网名“俏女子”
的赵女士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
说。

此事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2013年
5月，家住通山的赵女士在通山县某店购
买了一台某品牌煤气灶。当时，老板表示
该品牌质量好，安全性能高，物超所值。
老板还向赵女士介绍了店里的灯具和其
他卫浴产品。

在店老板的推荐下，赵女士购买了煤
气灶、灯具、卫浴等价值一万多元的商
品。结账后，赵女士要求店家开具发票，

但店家以个人购货不需发票为由不给开
发票。在赵女士的再三要求下，店家才开
了一张收条。

煤气灶安装好了。赵女士炒菜时发
现，两个灶不能同时用，否则会熄火。赵
女士联系该店家，店家重新调试。结果，
没用多久，又出现同样问题。店家说要换
电池，换过电池就没问题了。赵女士听从
店家安排，更换了煤气灶的电池，但还是
会出现熄火情况。

赵女士要求店家更换一台煤气灶，店
家回复等实在不能用了再予以更换。赵
女士想，反正自己经常只用一个灶炒菜，
换来换去也麻烦，就先这样用着吧，反正
店家也承诺实在不能用就换。

两年多后，两个灶都无法使用了。赵
女士再次联系店家。店家说将煤气灶发
至武汉，两三天就能修好。结果过了七

八天，店家也没联系赵女士。询问之下才
知煤气灶已转去广东修理。

半个月后，店家终于将煤气灶送来并
安装好。赵女士试着点火，发现问题没解
决。她当即要求更换新的。店家称这个
牌子已停产，且该煤气灶已过保修期，不
予更换且不再享受免费的售后服务。

赵女士很生气，向工商部门求助。工
商部门执法人员了解相关情况后发现，赵
女士购买的煤气灶，不仅没有发票，保修
卡等相关证明材料都没有，只有一张收
条。而店家也一直以过了保修期为由，不
予更换及保修。

通过多次跟店家进行沟通，店家终于
同意免费为赵女士更换一台新的煤气
灶。

自此，赵女士头疼之事彻底解决。她
拉着执法人员的手，连声表示感谢。

煤气灶三番五次坏，谁担责？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徐津 杨明

如何规避私贷风险
如何规避私贷风险？
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燕分析说，私下借款背后存

在的法律风险主要在贷方可能没资信、借款协议对借款
方不利两个方面，建议在贷款前，最好请律师把把关。

李燕表示，对贷款客户要求过低并且不重视审批流
程的贷款公司，市民需注意其潜藏风险。“免抵押免担保”
贷款出于风险规避，一般需要申请者到放贷机构面对面
签订合同办理。在不公开公司名字和不提供经营场所的
情况下，仅凭电话或手机短信就声称可以取得资金的“免
抵押免担保贷款”，市民必须谨慎选择。

另外，虽然一些正规的贷款企业开通了网络贷款渠
道，可以采取网络签约，但对申请者的信用情况有一定的
要求。在贷款下放之前收费的贷款公司，请市民“小心绕
行”。在目前的信贷市场，正规的贷款机构在放贷成功之
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

对于借款者来说，“利滚利”会增加日后还款压力，更
是被普遍认为的高利贷形式，所以建议有贷款需求的申
请人在签订合同前，需要对还款方式有所警惕。

市民在书写借款协议时，最好使用借条作为名称，
写清楚借款人和出借人的全名，并将借款用途、借款利
息、还款日期、担保方式等明确约定在借款协议中。还
要注意保存，出现纠纷时借款协议就是最为重要的证
据。

贷款小广告是馅饼还是陷阱?
记者 朱亚平

近日，网民“一曲”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
上发贴称，小区里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了各种
小额贷款广告，上面写着“无抵押，无担保，贷款
两个小时便可放贷。”对此，“一曲”质疑，这些“看
上去很美”的无抵押、无担保的“私贷”，是馅饼还
是陷阱？

8日，记者就私贷公司如何放款、私贷机构是
否合法、如何规避私贷风险进行了采访。

私贷公司如何放款
8日，记者在城区希望桥社区、花坛社区走访，发现

几乎每个住宅小区内，都有类似的贷款小广告。
小广告上的内容大多为：民间私借，免抵押，免担

保，手续简便，安全保密，而且当天就可以放款，小广告
上还留有手机号码、座机号。

在温泉路附近，记者拨通了一则号称“当天放款，
快速、低息”的贷款公司电话，对方称最快30分钟就可
以放款。

从小广告上看，这家公司的信贷业务门类齐全，
业务范围包括按揭房、营业执照贷款、工资贷款等，都
无需抵押、担保。比如工资贷款最高授信20万元，月
利息是0.8分到1.2分。

据对方透露，他们公司的借款手续简单，提供身份
证、户口本即可借到钱。“借款时，如果能提供车辆、房
产等资产证明，利息便能少点。提供房产证的月利息
为0.86%，提供车辆凭证的为0.20%，无抵押、无担保
的贷款则具体看借款方的还款能力而定。”

记者获知，除了小区内张贴的小广告以外，这种小
广告还以手机短信、微信、QQ信息等多种形式出现。
采访中大多数市民表示收到过类似信息。

记者在互联网上输入“无抵押担保”等关键词搜
索，发现多达100多万条相关信息，贷款公司的网页设
计乍一看也相对正规，贷款项目，贷款流程，贷款常识，
一应俱全。

私贷机构是否合法
当天，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发现贷

款机构是否合法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感觉这种贷款公司跟电影里的那种涉黑的

放债公司一样，利滚利后，如果你还不起，很有可能
会遭遇暴力催债。”家住交通巷的周女士表示，她不
会考虑找这类贷款公司借钱。

针对市民的质疑，记者联系上了一位业内人士
刘女士，她曾是一家小额担保贷款公司的业务人
员。

刘女士表示，从事这类贷款借款业务的通常有
两类。一类是有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发起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业务模式和银行差不多；另一类则有点类
似于贷款中介，他们的放贷资金来源是银行，好比银
行的贷款业务外包给他们，他们赚取服务费或者利
息差。

“正规的私贷公司其实是根据你在银行的信用
级别来放贷的。”刘女士介绍，银行系统会记录下市
民所有的资金往来情况，放款公司会根据借款方的
具体还款能力进行放贷。这跟办信用卡是一样的道
理。

刘女士坦言，目前，私贷市场缺乏相关监管，小
额贷款行业监管政策久未成形，一部分“免抵押、免
担保”贷款公司也难免鱼目混珠，为利益铤而走险，
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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