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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元元品品牌牌手手机机动动不不动动就就死死机机
原来是店主通过非正规渠道购进，没有产品说明书及合格证

春春节节刚刚过过，，迎迎春春花花开开了了柳柳条条绿绿了了
专家表示这是暖冬所致，预计很多植物花期都会提前

本报3月2日讯(通讯员 尹
文彬 劳金跃 记者 王璐琪)

近日，阳信县的王先生添了
一件烦心事，一个月前买的一
部千元手机经常死机不说，还
常常不显示来电号码，手机屏
幕触摸失灵让他漏接了许多电
话。

家住阳信县城的王先生在
阳城三路逛街时，路过一家手
机销售店，立即被某品牌手机
宣传广告吸引，进了店铺之后
更是禁不住老板张某的宣传，

花了1000元买了一部品牌手
机。可是，就在王先生使用了该
手机快一个月时，问题一个接
一个来了。“除了经常莫名死机
外，当别人拨打他手机时，有的
时候竟然没反应接不到电话，
别人打完后手机上也不显示来
电号码，手机屏幕偶尔会触摸
失灵。”王先生找到手机销售商
张某，张某却以已经售出并使
用过为由不予退换。

阳信消协工作人员经过调
查发现，这家手机通讯店销售

的此型号手机没有入网许可
证。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张某
支支吾吾，说不出原因，又提供
不了相关的进货手续。经过消
协工作人员耐心地做工作，张
某终于承认，前段时间有一个
手机批发商贩到他的店里推销
该品牌手机，价格很低，但没有
产品说明书及合格证，因为贪
图便宜，张某就批量购进这款
手机并对外出售来牟取利益。

张某的销售行为涉嫌违反
了《产品质量法》第五条：禁止
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
用他人的厂名、厂址；《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
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

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的规定，应立即停止销
售。最后，张某表示愿意配合调
查，当场退还了王先生1000元
购机款。

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购
买手机时，首先要仔细查看手
机是否有入网许可证及防伪
标记，正规的防伪标记在验钞
机的荧光下会显示粉红色的

“CMII”字样；其次，消费者可
以在手机上输入“*#06#”查
看手机串号，正规渠道的产
品，手机串号应该与入网许可
证号相符。此外，消费者还可
以登录信息产业部的网站查
询进网许可标志与手机串号
的真伪，购买时留下发票等单
据以备维权。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运
恒) 每年的3月15日是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每年消费者权益维护
也备受人们的关注，临近3·15，本
报继续开通3·15维权热线，同时
向广大市民征集消费维权线索。

今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携
手共治 畅享消费”。今年的主题
是通过公开征集活动、问计于民，
通过各界人士的参与、听取了消
费者的呼声，也使2015年的年主
题更贴近广大消费者的愿望和诉
求，也体现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
深入发展的需要。

消费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无论走进超市购物，吃
的、喝的、玩的、用的，还是电子通
讯服务业、银行金融业、快递行
业，以及当下新兴的网购、微信购
物等行业，消费关系到每个人，而
维权事件也层出不穷。每年消费
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本报都会开
通3·15消费者维权热线，征集广
大市民的消费维权线索，本报通
过这些线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消
费维权报道，得到了广大市民的
信赖和支持。

在消费过程中无论您遇到了
产品质量方便的问题，还是相关
服务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本报消
费维权热线3210021、 3211123。

本报征集3·15

消费维权线索

一位小女孩在公园里赏迎春花。

魏集镇、西王村入围

省首批“宜居镇村”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阚乐
乐) 日前，山东省命名了17个镇
17个村庄为山东省第一批“宜居
小镇、宜居村庄”。其中，惠民县魏
集镇和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分别
入选。

山东省“宜居镇村”从景观环
境、街区风貌、功能设施、生态环
境、保障管理等五个方面进行量
化评价，其核心是宜居宜业，特征
是美丽、特色和绿色。2013年住建
部开展了“宜居小镇、宜居村庄”
示范工作，目前已命名了二批共
126个镇村(53镇73村)，山东有3
镇2村入选。

看秦皇河灯会

可乘多路公交车

本报3月2日讯 (通讯员 苏
会霞 记者 李运恒 ) 今年的
元宵灯会在秦皇河举行，时间为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市民
可乘坐101路、102路、103路、105
路、107路、108路、109路、16路公
交车在汽车总站下车，到灯会现
场观灯，返回时可乘坐101路、102
路、103路夜班车返回。

由于灯会期间长江三路限
行，108路公交车下午4点后长江
三路渤海十八路至渤海二十一路
路段的走向调整至长江一路运
行。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晓
霜 王领娣) 近日，记者在城
区各大公园、广场看到，迎春花
已经开得相当“招摇”，吸引了
很多行人驻足观看，柳条也都
抽了新芽，远远望去已是一片
黄绿色。记者了解到，这是因为
今年冬天普遍温度高，促使迎
春花提前开放。植物专家表示，
如果近期气温没有大的变动，
很多植物的花期都将提前。

迎春花又叫“报春花”，它
的开放往往意味着春季花卉要
陆续开了，不过今年这个“报
春”比春节还要早，至少比往年
提前了20天。“2月下旬就看到
迎春花开放了，今年的天真是
暖和。”往年春节观蜡梅，今年
春节赏迎春，刚刚过去的春节
假期，很多市民都留意到了景
色的变化。

2日上午，记者在新滨公园
看到，嫩黄的迎春花灿灿盛放，
不少市民围着拍照留影；柳树
长出了眉毛般的新叶，不少小
朋友在家长的看护下在公园里

“畅快”地玩耍。“养护绿化带时
注意到，无论地被植物还是行
道树，返青确实比往年早一
些。”一位环卫工人说。

花卉不和往年花期相同
遍地开，这是怎么回事呢？滨
州市园林处风景园林管理科
副科长姚延芳表示，这跟天气
有密切关系。“植物生长的因
素很多，需要温度、雨水等各
种条件，开花主要还是温度。
今年入九以来气温普遍比较
高，三九期间都不是很冷，所

以春节期间滨州的迎春花都
已经提早开放。”

姚延芳告诉记者，受天气
影响，今年迎春花开放的时间
比往年至少提前了20天。姚延
芳认为，影响花期的最主要因
素还是气温。“植物开花需要一
定的有效积温，这几年平均气
温偏高，这使得花木提前达到
了有效积温，所以就会提前开
放。”

今年冬天给大家的感觉就
是“暖和”，一年中最冷的“三九
四九”也是温暖如春，一整个冬

天也没见几场正儿八经的雪。
“今年冬天是暖冬吗？”这句疑
问在不少市民心中已然成了肯
定。按照日常季节学划分，12
月、1月、2月为冬季。如今冬季
刚刚过去，天气依然暖和，“今
年是暖冬”几乎已成定局。

迈入三月份，大家不光感
觉暖和，更能嗅到春天的气息
了。尤其是2日这天，西南风配
合着明媚的阳光，让大家感觉
暖意融融。虽然大家已经感觉
到了“春姑娘”的招手，但此时
还未“出九”，还未正式进入春

天，大家仍然要警惕冷空气杀
个“回马枪”。冬春之交，整个天
气系统都不太稳定，滨州还会
迎来一次降温天气。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
日夜间将有一股冷空气侵袭滨
州，受此影响将会出现3℃—
8℃的降温，本周后半段温度将
逐步回升，周六有望再次达到
14℃的高温，但周日还将迎来
一股弱冷空气。受这股冷空气
影响，3日最高温从15℃一下子
跌至9℃，在4—5级北风的影响
下，大家的体感会更加寒冷。

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召开

今今年年将将为为县县区区免免费费送送戏戏44000000余余场场
本报3月2日讯 (通讯员

薛坤 记者 郗运红 ) 2日，
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作
会议召开，2015年扎实推进文
化惠民工程，全面落实“一村
一年一场戏”和“一村一月一
场电影”工程全覆盖，其中市
直专业院团免费送戏1000场，
县区免费送戏4000余场，全年
送电影60000场。

2月26日，春节后市文广
新局组织的首场送戏下乡演
出，为期两天的“一村一年一

场戏工程”——— 为基层群众
“免费送戏”活动在滨城区梁
才街道办事处官庄新苑小区
举行。送戏第一天市京剧演艺
有限公司为村民带来了折子
戏《捉放曹》、《坐宫》等大戏，
第二天将由市吕剧演艺有限
公司为村民送上《姐妹易嫁》、

《小姑贤》经典吕剧曲目。
据了解，今年将根据市文

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选择和培
植5个示范园区、8个示范基地
和5个重点项目，分别在滨城

区、无棣县、邹平县、博兴县和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选择1个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1个示范
基地。同时分别在沾化区、惠
民县、阳信县选择1个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在沾化区、惠民
县、阳信县、高新区、北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培植1个文化产业
重点项目。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完
成省重点课题《滨州地方戏
曲·东路梆子》的整理编纂工
作，完成市文化馆非遗展厅设

计、布展工作，向公众开放。完
善非遗名录保护体系，对9个
国家级、24个省级非遗项目分
别建立保护规划、专家指导
组、工作班子、传习展示场所、
完备档案、普及读本，实施“六
个一”保护行动；同时做好第
四批省级非遗项目名录和第
五批国家级传承人推荐工作，
开展沾化渔鼓戏、扽腔“濒危
剧种、稀有剧种抢救性保护行
动”。

全国“两会”期间

北京实行交通临管

2日上午，记者从滨州市交管
部门获悉，全国“两会”期间，北京
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每工作日对
机动车尾号限行俩号。工作日周
一尾号限行2和7、周二尾号限行3
和8、周三尾号限行4和9、周四尾
号限行5和0、周五尾号限行1和6。

从3月1日至3月15日，各进京
办证处停止办理《进京证(外埠危
化)》通行证。

本报通讯员 盖嵘嵘
本报记者 孙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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