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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获悉!因宣传广告扩大功效!误
导消费者!五味黄连丸"极融大肚子
茶等%种药品保健食品!日前被该局
作出暂停销售处理#

据介绍!经监测!五味黄连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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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保
健食品!宣传广告存在多次利用专家"

患者作产品疗效证明! 夸大功效等信
息!误导消费者$省食药监管局决定对
违法广告所涉及的药品保健品!作出
暂停在海南销售的处理$

据了解!%种药品保健品的生产
和经营企业! 如要继续销售产品!需
要在原发布媒体及海南主流平面媒
体刊登更正启事以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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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家住三亚月川村的陈先
生反映!一周前!他和朋友在某卫视
节目看到一则手机购物广告$根据该
购物广告信息! 陈先生等'人分别汇
款购买'部智能手机!谁曾想却发现!

自己购买的居然是模型机$

据陈先生介绍!由于是一个知名
栏目打出的电视广告! 他和朋友都很
相信$'广告是一部刚出产不久的智能
机!价位比较便宜!每部'((多元!如果

马上拨打广告上提到的电话! 除手机
外!还能赠送一些小商品!(陈先生说!

由于当时感觉很划算! 他们立即拨打
了导购电话$

根据电话中工作人员提示!陈先
生等人很快完成了付款流程$ #%日下
午!陈先生等收到了领货物通知$ 然
而当他们打开商品包装时!发现各自
收到的只是手机模型$再拨打所谓导
购电话时!对方已是忙音$目前!陈先
生等人已就被骗一事向警方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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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手机用户!最厌烦的事情莫
过于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对于垃
圾短信!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记者就
该问题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采访$

据介绍!我省移动+联通"电信三
家公司依据有关条例!提供了多个渠
道举报垃圾短信$移动公司提供两种
渠道举报垃圾短信, 一是通过#((*)

门户网站进行举报- 二是通过#((*)

客服电话进行举报$联通公司开通的
是#((#(举报平台$ 电信公司开通的
是#((((举报平台进行电话举报$

三家公司负责人介绍!根据客户
举报和反馈内容! 结合被举报号码的
短信发送行为! 对涉及假冒银行诈骗
类"散布淫秽色情类以及多次发送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的违法短信!将及时屏蔽
被举报号码短信功能并报告有关部门
进行查处-对于大量群发违反广告管理
规定的垃圾广告信息!三家运营公司根
据客户投诉和举报不予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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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成功定制++套餐! 资费++

元$ (在日常生活中!手机用户经常会
接到这样的套餐资费短信!最让人郁
闷的是! 明明自己没有办理这种套
餐!为何系统就扣费了呢* 市民马先
生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久前!马先生小孩所在学校发
来信息!询问家长是否订制'校灵通(

之类套餐!订制后!学校会及时将孩

子在学校的表现通过短信形式发给
马先生$ '对方答复可以免费试用一
个月$ (但到了第二个月!马先生的手
机号码就自动订制了这个校园套餐$

'我原本只想试一下! 可谁知被它自
动扣费了$ (

针对增值业务扣费问题!记者了
解到!根据有关规定!电信企业推出
某类套餐供用户免费试用!试用期结
束后! 需要通过短信或人工提示!确
认用户是否同意继续试用此套餐!在
未经用户同意情况下! 不得扣费-否
则将双倍返还资费$对此!海南移动通
过开展增值业务投诉日"周"月监测"

分析工作! 以减少用户对此类问题的
投诉$ 根据统计!今年截止$月份!相关
投诉下降,-.$海南联通通过加强对增
值业务收费代码拨测抽查! 严查利用
终端程序恶意吸费情况$ $月份共处理
违规/0*家! 已经对违约业务暂停"下
线和扣除信用积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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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营业厅办业务! 各种各
样的套餐!简直让人眼花缭乱!都不
知道怎么选择好了$ (张小姐说!每次
去营业厅办理业务时!都能看到各种
各样的资费套餐!在几十种套餐内选
择适合自己的!不禁让用户有点晕$

对此! 三家电信企业纷纷开展
'资费套餐瘦身(!海南移动年内计划
清理%款套餐!截至$月!在售套餐仅
',种!累计清理用户&1'万户$ 海南联
通目前'2网络卡实行全国统一资费!

34546三个套餐!以及一个沃派套餐$

,2网络卡资费套餐已从清理前的
,(((多个套餐!减到现在只有乡音卡
和畅游卡,个主流在售套餐$

按照省通信管理局的要求!各类
业务资费套餐数量控制在-(种以内$

海南电信截止目前! 共清理套餐#&&

档!取消已不适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收
费套餐'#档!在售套餐全部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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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民去银行"医院等地方!

都免不了要排队!少则几分钟!多则
半个小时以上$对于电信服务行业来

说!在营业厅办理业务!排号等待也
必不可免$ '遇到人多的时候!等二十
多分钟是可能的$ (不少市民向记者
抱怨道$

检查组到各营业厅检查时!记者
了解到!目前我省三家电信企业均开
展了'挑战#(分钟(员工评比活动!也
就是说!让用户在营业厅排队等候的
时间尽量控制在#(分钟以内$

记者了解到!现在各营业厅内设
有自助缴费机!以及网上办理业务的
电脑!用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就能
进行自助缴费!或直接通过网上营业
厅办理业务!这样一来也减少了用户
的等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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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反映!多年以前就在
海口滨濂村买下一块地! 但周边道
路未通!自来水未通!周边乱搭乱建
现象严重!想盘活这块地很困难!希
望政府部门能够前往调查! 解决问
题$#$日!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郑国
建做客 .椰城纠风热线) 得知后表
示! 将派专人前往该处调查了解情

况!如果是,(米宽以下的道路!将由
区想办法尽快解决$ 针对乱搭建现
象!将依法采取措施给予拆除$

该市民反映! 自己在滨濂村购
买的土地已有-年! 一直以来周边
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进! 另外周边
乱搭乱建比较多! 制约着这块地的
用途$ 初步了解情况后! 郑国建表
示! 首先要明确取得这块地的合法

性问题$ 如果是通过合法途径购买
的土地! 应该加快建设$ 道路+ 供
水等问题! 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问题! 有统一规划! 要按照市里规
划来建设- 如果道路是,(米宽以下
的! 由区里想办法尽快解决! 区里
将派专人调查了解$ 针对反映的违
法建筑问题! 区里一定进行严打$

如果是违建! 将按照有关程序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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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龙华区坡博东社区昌茂
花园学校后门道路长''(米!一直以
来坑洼不平! 给附近'(((名群众带
来极大不便$#$日中午!龙华区委书
记郑国建做客.椰城纠风热线)得知
相关情况后!当天前往现场察看!并
要求龙华区住建局迅速启动道路硬
化建设工作$

坡博东社区王女士介绍!在昌茂
花园学校后门至复式公寓之间!有一
条长''(米的泥路!多年来!一直没有
硬化$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经常积水!

晴天尘土飞扬$尤其是附近两所学校
的学生经常途径$ 解决道路硬化问
题!成为附近居民多年的心声$

#$日!郑国建察看现场后!要求
龙华区住建局迅速启动并负责该道

路硬化工作!确保年内完工$区住建
局负责人表示! 下周开始按照相关
程序进行建设!确保开始施工后!'(

个工作日内完工! 整个工程计划投
入&)万元资金$

郑国建最后表示!龙华区,(米
宽以下的大街小巷还有不少没有
硬化!该区将安排资金!逐年分批
对这些道路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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