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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广 角广 角

11月26日，园林工人在日月湖景区补栽绿植。天气转凉，为使园区在冬季也能有美丽的景色，日月湖景
区管理人员及时对景区内枯萎的绿植进行清理和补栽，为市民营造一个优美、舒适的游玩环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如今不少家庭都会在家中放一些常用药物，以备不时
之需。专家提醒，不正确的储存方式会影响药物稳定性、
有效性，或加速药物变质、降低疗效，家庭科学存药很重要。

“不少家庭储存药物的一个误区，就是容易把外用药
和内服药放一起，成人药和儿童药放一起，这其实是不科
学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
彬说，药物长期存放时，受温度、湿度等影响，会产生复
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变化，外用药和内服药放在一
起会相互产生影响。同时，有的成人药和儿童药可能名称
相同、外观相似，如果家长误将成人药物给儿童服用，可
能产生很大伤害。

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一种方便人们在短时出门时服药
的小药盒，不少人喜欢把一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用药拆包
装后，放入小药盒内。“丢掉药品原包装，把药品长期混
放在一起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丢弃原包装既影响药品稳
定性及药效，不同药物混在一起，也容易串味甚至发生反
应。”刘彬建议，有原包装的药品最好放在原包装里。目
前多数药片都采用铝箔独立包装，也可将药片连同包装一
起剪下后再放入小药盒，还别忘了标明有效期。

同时，不少人感觉，家里储存药品最好的地方是冰箱，
这也是一种误区。刘彬说，不同药品存储条件并不一样，
并不是所有药物都适合放入冰箱保存，例如糖浆剂在过低
的温度下，药物溶解度会降低，导致药物浓度与标注不符；
乳膏保存温度过低会引起基质分层，影响均匀性与药效。

刘彬建议，对家庭储存的药物，最好按照 3—6个月
为一个周期进行一次清理，淘汰掉过期或性状有明显变化
的药物。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金伟） 11
月 27 日，民权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办公室
里，20多名来自湖北恩施的土家族农民工围
着大队长李磊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在这么短
的时间里您就把我们‘天大’的愁事给解决
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1 月 13 日一大早，
20多名操着外地口音的农民工挤满了监察大
队的工人工资调解室，不知道因为情绪激动还
是由于紧张，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方言让工作
人员犯了难。由于语言不通、沟通不畅，工作
人员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询问，方知这些人是来
投诉某工地项目拖欠工资之事。

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组织监察人员进
行了调查核实。经查，民权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将工地内一单元楼承包给了某劳务公司，该劳
务公司随后将木工工程交由万某承建，万某在
承包了该工程后，由于工程进度和劳务公司的
核实存在分歧，双方产生争议协商无果，导致
工地停工造成恶劣影响，万某随即带领 20多
名农民工来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寻求帮助。

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了解此情况后，立
即进行立案调查，大队长李磊考虑到 20多人
的吃喝住宿问题，果断缩短了工作流程中的
立案时间。经过工作人员耐心调解、细致地
劝说教育及不厌其烦地讲解劳动法律法规
后，双方都认识到了这起事件的严重后果，
商定按照协议结算工人工资。11月 14日，劳
务公司委派代表携带 35万元现金，在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工资发放到
农民工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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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博）本周要降温了。一股冷空气将
在本周三莅临我市，届时我市温度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
降，持续降温直到周六，最高温度均不会超过 10℃，而
最低温度也仅在0℃左右。这期间，不仅有4—5级的偏北
风刮过，还可能会有小雨雪降临。总之，这次冷空气的来
临将会是对我们适应寒冬的考验。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多云间晴天，4℃—17℃；
星期三，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雪，3℃—5℃；
星期四，多云到晴天，-2℃—7℃；星期五，晴天到多
云，-3℃—10℃；星期六，晴天间多云，1℃—12℃；星
期日，晴天间多云，3℃—12℃。

市气象台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加强小麦田间管理，
及时中耕松土，疏密补稀，去除固堆苗，确保苗全、苗匀和适
宜的密植度；播种偏晚和地力水平差、施肥偏少的地块可
趁墒追肥，保证营养供应和壮苗越冬；做好越冬蔬菜移栽
及塑料大棚管理，防止大风和冷空气侵袭，保证蔬菜供
应，提高经济效益。冷空气来袭，市民要特别注意取暖和
用电安全。

本周将迎来新一轮冷空气
周三或有小雨雪天气

出门忘带公交卡，又没有零钱？没关系，照样可
以乘坐公交车。11月 27日，记者乘坐市区 88路公交
车，发现原来桔红色的刷卡机换成了蓝色，上面是一
个大点的屏幕，下边还有一个正方形的小屏幕。司机
告诉记者，这是新安装的可以扫码支付的刷卡机，公
交卡在上边的屏幕刷，下边的小屏幕用于支付宝扫
码。据了解，从即日起商丘市区 294辆公交车都开始
试运营刷支付宝乘车了。

如何领电子公交卡

商丘电子公交卡是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和支
付宝共同推出的线上电子公交卡，乘客可在支付宝内
领取商丘电子公交卡，乘车时只要打开支付宝的商丘
电子公交扫码页面，即可扫码乘车。

商丘公交电子卡有两种领取方式：打开手机上
的支付宝APP，点击上方的“付钱”，再点击底部“乘
车码”，按照领卡提示，输入手机号、支付宝支付密码
等内容，完成相关验证后，即可领取您专属的电子公
交卡。

怎么“扫码乘车”

记者领取商丘电子公交卡后，再次实地体验了刷
支付宝乘车。打开支付宝 APP，选择右上角的“卡
包”，会显示一张蓝色的“商丘电子公交卡”，下面有
卡号、使用记录、开通线路、使用帮助等信息，点击
进入后，选择“去刷码”，手机上便生成一张商丘电子
公交车的二维码，将生成的二维码对准公交车POS机
扫码区域，“嘀”的一声后，扣款成功。

对于没有公交卡或者没有带零钱的乘客，这种支
付方式十分便捷，这也是我市公交公司为乘客提供多
样化服务的有益尝试。

票价有优惠吗

目前，在我市扫码乘公交仍然是和投币一样的票
价，不享受公交卡的折扣优惠，也就是说，目前我市
公交车乘车优惠仅仅是针对持有公交 IC卡的乘客，现
金乘车和使用移动支付乘车的乘客目前暂时不享受。
由于是刚刚推出这种新的支付方式，乘客还不是十分
了解这项便民措施，所以在记者乘坐的线路上，扫码
乘车的市民并不多。

记者了解到，目前像杭州、南昌、青岛、郑州、
武汉等城市都已开通“扫码乘车”，在这些城市也可
以使用手机支付宝里的乘车码扫码乘车，实现便捷

“联通”。

目前开通了哪些线路

点开商丘电子公交卡上“开通线路”，可以看到市
区开通刷支付宝乘车的路线。目前市内共有 294辆公
交车可刷支付宝乘车，分别为12路、30路、53路、68
路、83 路、86 路、88 路的全部车辆；1 路、3 路、9
路、11 路、16 路、18 路、20 路、23 路、29 路、52
路、60 路、91 路、39 路、101 路的部分车辆。据了
解，如果试运行效果不错，主城区运营的 900余辆公
交车也将陆续推行刷支付宝乘车。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近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了解到，自11月1日起，我省全面推行居民峰
谷分时电价政策，实行供暖期阶梯电价政策。我市“一
户一表”乡居城民用户可自愿选择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政策。

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
改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的通知〉
的通知》，我省从 11月 1日起全面推行居民峰谷分时电
价政策，我市也同步落实。据了解，峰谷分时电价是指
根据电网的负荷变化情况，将每天 24 小时划分为高
峰、低谷等多个时段，对各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电价水
平，以鼓励用电客户合理安排用电时间，削峰填谷，提
高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按照峰谷分时电价政策规定，

每日22时至次日8时是谷段，在分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
瓦时降低0.12元，每日8时至22时是峰段，在分档电价
的基础上每千瓦时提高3分钱。

据了解，居民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并不是强制执行，
而是给市民多了一重选择。如果居民用户选择使用峰谷
分时电价，需要向供电部门申请。在一定程度上，执行
居民客户峰谷分时电价，可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居民低
谷用电，有效减少地区高峰负荷，起到削峰填谷、提高
电能利用效率和缓解电力供需矛盾的作用。目前，这项
政策仅限于执行阶梯电价的“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用
户，执行合表电价的用户尚无法申请。居民用户可根据
自身用电习惯自愿执行该项政策，供电部门将尊重、支
持居民用户的选择，并将持续做好供电服务工作。

本月起我市开始推行峰谷分时电价
“一户一表”用户可进行申请

民生 关 注关 注

日前，市民刘先生从交通银
行客户经理李进贤手中接过丢失
的手机时，竖起大拇指连声道谢：

“真没想到，手机能失而复得，真
的很感谢你，为你拾金不昧的行
为点赞！”

采访中，记者了解了事情的
经过。事发当日，客户经理李进
贤照例在大厅巡视，经过填单台
的时候，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部
手机，便立即在大厅里询问，
结果无人应答，他想客户应该
是已经办完业务离开了。李进贤
赶紧通过对讲机询问柜面人员对
该手机有没有印象，由于最近来
银行办理业务的拆迁客户很
多，柜员忙于办业务，对手机
并没有印象。

“你用这个手机打个电话，
看看来电显示的手机号是多少，
今天都是我们办事处的居民来领
拆迁款的，说不定有人熟悉
这个号码。”一语惊醒梦中人，
李进贤利用这个办法找到了手机
号，然后请厅堂内的客户看看谁
手机上存有此号码。一会儿，有
位客户大声呼喊：“这是我邻居
的手机号，我刚看见他和他弟弟
一起在这办业务，我赶紧给他弟
弟打个电话，让他们回来拿。”
通过李进贤和大家的努力，终于
找到了手机的主人，将手机归还
了失主，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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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药品储存误区多
专家支招如何科学存药

11月25日，市民刷
支付宝乘坐 88 路公交
车。当日起，我市城区
内294辆公交车可刷支
付宝进行支付，市民在
支付宝（点击付钱中的
乘车码）中领取“商丘电
子公交卡”后随时体验
扫码乘车的便捷。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为了让市民体验低碳出行的便利，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和支付宝共同推出了线上电子公交卡，
乘客可在支付宝内领取商丘电子公交卡，乘车时只要打开支付宝的商丘电子公交扫码页面，即可扫码乘
车。据了解，从即日起商丘市区294辆公交车都开始试运营刷支付宝乘车了——

扫码乘公交，您也来试试！
本报记者 李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