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家眼镜店验出4 个度数
质监局：验光应选有资质的店，戴不合格眼镜会加重近视

本报聊城 3 月 9 日讯
(见习记者 赵寰) 3 月 8
日，小纪到眼镜店配眼
镜，结果去四家眼镜店，
竟然查出四种不同的度
数。市质监局工作人员表
示，这和验光师的职业能
力参差不齐有关 。

小纪先来到文化路上
一家眼镜店，验的度数是
左眼近视 100 度，右眼近
视 250 度，并且有 50 度的

散光。小纪觉得这家店配
镜要价太贵，就又去了附
近的一所眼镜店，不料这
家店给出的结果是左眼近
视 150 度，右眼近视 325
度，散光 25 度。两家店竟然
有这么大的差距。之后小纪
又来到另一家眼镜店，这家
得出的结论是左眼近视
125 度，右眼近视 300 度，
散光 50 度。

走了三家店，结果不一

样，无奈之下小纪又去了一
家眼镜店，这家店给出的结
果是左眼近视 175 度，右眼
近视 250 度，散光 25 度。

“四家店，四个不同的
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带着
疑问，小纪去了市人民医院
眼科，经过详细检查，小纪
的近视度数为左眼近视
175 度，右眼近视 300 度，
散光 50 度。医生称，近视度
数还不是很高，提醒小纪平

时要注意保护眼睛。该院眼
科医务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规范的配镜方法，应该是在
电脑验光后，再进行人工插
片验光，然后对两种验光方
式的结果进行综合考虑。一
些配镜中心，只是将电脑验
光的结果当做近视度数，这
样做不合适。

市质监局计量科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出现验光度
数不一致，应该和验光师的

职业能力参差不齐有关。验
光配眼镜首先要讲求科学
准确，其次才是美观。到眼
镜店配眼镜，一要看其配镜
设备是否经过计量检定、
是否张贴有计量检定的合
格证书，是否具有生产许
可证；二是看配镜中心验
光师和配镜师有没有相关
的执业和资质证书；三要
注意镜片、镜架等产品原
料是否有合格证，合格的

配镜设备加上具备资格证
的验光员、配镜师，才能
保障眼镜配验的准确性。

这位工作人员说，不
规范的验光及劣质镜片易
导致眼镜屈光度不准确、
散光度数和轴向不准确
等，还可能会产生视物模
糊、视物变形、眼睛酸
痛、疲劳、头晕、恶心等
不适症状，损害眼睛，加
重近视。

修葺湖堤

9 日，东
昌湖 21 孔桥
附 近 ，建 筑
工人站在水
中修复受损
湖堤。

本报记
者 李军
邹俊美 摄

消费不满10元店铺拒刷卡
相关部门：银联卡消费不能设最低限额

本报聊城 3 月 9 日讯(记
者 李璇) 9 日，市民李女
士在利民路一家精品店购买
了 4 . 3 元的商品，结账时因
消费金额不满 10 元，营业
员拒刷银联卡，现金不够的
李女士最终尴尬地离开。

李女士说，她经常到利
民路的这家精品店消费，以
前都是现金支付，今天头一
次用银联卡结账，没想到遭
到拒绝。“现金用完忘了

取，我买了 5 块钱的东西，
打完折 4 . 3 元，我准备用银
联卡结账，结果收银员说，
10 元以下不能刷卡。可我不
需要那么多的东西，不能为
刷卡，再凑够 10 元的东西
吧。”李女士说，当时好几
个人排队结账，营业员的做
法让她很尴尬。

随后，记者走访了利民
路和柳园路多家精品店和洗
化店，选购了不满 10 元的

商品去收银台结账。结果均
被告知，消费金额太小，不
满 10 元不能刷卡，其中一
家还称，购物满 30 元才可
刷卡结账。兴华路一家洗化
店的工作人员说，顾客刷一
次卡，刷卡机就扣一次手续
费，而手续费是由店铺承
担，如果消费金额太少的
话，还不够扣手续费的。

一家银行聊城分行个人
金融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有

些商铺感觉小额消费刷卡比
较麻烦，给消费者设定最低
消费额度。“银联卡消费没
有设定最低限额的规定，并
且消费者到商铺刷卡消费，
所有手续费用都是由商铺承
担的。消费者使用银联卡消
费，不论金额大小，有 POS
银联终端机的商家都应该接
受刷卡消费，不可以为刷卡
消费设最低限额。”该工作
人员说。

东阿县农信社大力支农

发抗旱贷款6200 余万元
2 月 10 日“全国

粮食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后，东阿县农
信社积极行动，周密
部署，认真做好抗旱
保苗备春播工作，加
大抗旱信贷支持力
度，采取集中时间、人
员、精力，组织信贷人
员进村入户，了解资
金需求，现场办理。

东阿县农信社各
网点设立贷款专柜，
对来办理贷款的农户
实行“一站式”服

务，在一个窗口就可
办完手续，拿到资
金，随到随办、方便
快捷。目前该联社已
发 抗 旱 专 项 贷 款
6200 余万元，支持
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物
资 170 余万吨，抗旱
机具 230 余台，打机
井 70 眼，浇灌农田
20 万亩。为东阿春
耕抗旱“贷”去及时
雨，温暖了民心。

(东阿县农村信
用联社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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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人数增多，机票难打折

出境游价格增长约一成
本报聊城 3 月

9 日讯(记者 杨淑
君) 天气渐暖，出
入境 游 也红 火起
来。由于近期出境
人数增多，机票难
打折等原因，出境
游价 格 增长 约一
成，出境游逐渐受
到老年人的青睐。

9 日，在花园
路上一家出入境游
旅行社里，十多位
头发花白的老人在
填写旅行协议。

城区两家具备
出入境资质的旅行
社都表示，春节黄
金周过后，旅游价
格恢 复 到节 前水
平，进入三月后，
由于 出 行人 数增
多，机位紧张、机

票折扣较少，出境
游价格普遍增加一
成左右。“目前去
往台湾、港澳的游
客仍然最多。”国
旅聊城分公司副总
经理王博介绍，目
前台湾双飞八日游
报价为 6000 元左
右，已经到了三、
四月份的价格。国
外 方 面， 澳 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的
12 日游线路报价在
1 . 5 万元左右，均
比去年同期增长一
成左右。

“由于赶上泰
国泼水节，“新马
泰 ” 线路 也 非常
火。”王博说，游
客比较倾向去东南
亚的一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