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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用电量大，网友晒电费单，有人超1000元。晚报君提醒大家：

两项惠民政策，可以省电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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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欢

本报讯（记者赵春蓓）古
语有云“立秋之日凉风至”，意
思是说从立秋这天起凉爽的
季节就开始了。然而由于盛
夏余热未消，很多地方仍处于
炎热之中，不少网友反映到立
秋后的蚊子比夏天更多、比夏
天更嚣张。那么，我们要怎样
更好的防蚊呢？最近，微信朋
友圈里流行一款防蚊神器：只
需要一个夹子，就能把普通风
扇改造成特效驱蚊扇。晚报
君分享出来，希望大家能用得
上。

首先准备好驱蚊水和一
支木制夹子，把夹子放进驱蚊
水中，浸泡几分钟后拿出，最
后 把 它 夹 在 风 扇 的 铁 丝 网
上。只要一按风扇的开关，夹
子就会散发出驱蚊水的味道，

并迅速弥漫整个房间，这样凉
爽驱蚊的同时又厉害过蚊香
液。

还有一种方法，效果也不
错。把风油精滴在木制夹子
上，等液体渗入夹子后夹在风
扇的铁丝网上、空调的出风口
处或者车里，都可以有效起到
驱蚊清新的作用。如果是夹
在衣服上，可以更有效地防虫
驱蚊。南阳张仲景医院田艳
亚主任告诉晚报君，木夹子之
所以起到驱蚊效果，是因为木
头材质可以吸收液体，而且不
易快速挥发，即使不开风扇也
可以小范围驱蚊，要是配合风
扇的气流，就可以扩大驱蚊范
围和驱蚊效果了。此外，田主
任提醒大家，风油精中的液体
具有易挥发性，当驱蚊效果不

明显时，要及时添加液体才能
起到连续驱蚊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个简单清
爽的驱蚊方法。我们吃完了
的橘子皮不要扔，把它装在袋
子里挂在门窗上，也可以驱
蚊。或者，点燃少量橘子皮放
在阻燃容器中，让橘子皮冒烟
即可，淡淡的柑橘清香能让蚊
子不敢靠近。田主任表示，其
实所有的烟都能驱蚊，不管是
烧橘子皮，还是艾叶、茶叶渣，
烧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只要有
烟冒出来就能达到暂时的驱
蚊效果，以前老辈人都用过这
种方法。累累累2

本报讯（记者单书军）
这几天，7月份的电费单已
经出来了，看到电费单数
字时，估计很多人会不淡
定 了 —— 怎 么 这 么 多 电

费？一网友晒了自己的电
费单，引来一片跟帖。其实
网友们可能不知道，有些方
法是可以省电费的，只要你
填份申请单子。

本报讯（记者郝春城）晚
报微友要注意了，如果无缘无
故地，有人把你拉进了微信
群，这些群打着投资、理财旗
号，声称能让你赚大钱，而你
自己又是非金融专业人士，这
时候建议大家还是主动删除
退群，因为一些微信理财陷阱
分分钟会让你破产。

微友王先生近日被拉进
一个“投资交流”微信群。群
主 在 里 边 推 荐 了 一 款 理 财
APP，“里边有几种产品，一份
价格在 35元到 338元之间。
7天为一个周期，每天返利。
7天之后重新购买，重新返
利”。王先生买了35元试水，
当时就收到了 7块钱返利。
他把这 7元钱提现之后，放松
了警惕，又花了 3000多元买
了 16份产品，坐等第二天返

利。但当天晚上 APP打不开
了，随后微信群就被解散了。
王先生3000多元打了水漂。

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渗
透，微信骗局可谓花样百出。
晚报君在此再列举两例微信
理财陷阱。

最流行要数“微信美女”
邀你玩现货交易。招数是“美
女出马”，猛灌“鸡汤”，以“成功
例子”诱导。这类交易包括现
货原油、黄金、白银等。骗子伪
装成美女的身份加好友，开始
随意聊天，与“上钩”者保持暧
昧的状态，以方便下一步进
攻。前期会让你小赚，以赚取
投资人的信任，但是慢慢的，投
资人会发现单子逐渐出错。
事实上，带“现货”二字的投资
大多是骗局，手机上看到黄金、
白银、螺纹钢等商品都是期货。

“微信荐股”也是常见的
陷阱，其招数为“美女荐股”，
以拉抬股票价格为诱饵。骗
子的套路往往是自称某某机
构，挂着美女头像，通过微信
朋友圈，在每天上午开市前和
中午休市期间发布信息，宣称
拟拉抬某股票，投资者向该机
构缴纳一定费用后，可通过微
信或者电话提前得知买卖该
只股票的信息。证监部门表
示，不法分子以此为诱饵，骗
取投资者缴纳的信息费或会
员费，或者利用投资者资金为
其操控的股票接盘，诱惑力
大，欺骗性强，一定要提高警
惕，保护好自己的财产。累累累2

有人把你拉进这些微信群，一定要删除！

微信理财陷阱分分钟让你破产

有没有既不影响用电量
又可以省电费的办法呢？晚
报君来到光武路国家电网南
阳光武营业厅询问，工作人
员王淼介绍说，非居民用电
（如厂矿企业等）可以申请
“峰谷电”，享受一定的优
惠。居民用电有“一户多人
口”优惠，按规定户籍6人及
以上家庭才可以申请，申请

“一户多人口”带户口簿、身
份证去营业厅现场办理，每
年1月份到国家电网营业厅

申请。申请成功，第一档用
电标准由全年 2160度增加
为3360度，其他格挡也依次
增加 1200度。相当于每月
增加 100度的基础用电额
度。注意，是每年都得申
请。还有一项是“非集中供
暖区取暖补贴”优惠，只要所
在地不是集中供暖区的家庭
都可以申请。居民带上身份
证到营业厅申请，经电力工
作人员认定后，每年第一季
度，第一档用电增加300度，
其他各档也依次增加 300
度。天气炎热，晚报君建议
大家使用支付宝、微信、掌上
电力手机缴费，免去来回奔
波暴晒之苦。累累累2

国家电网：填写申请省电费

近日网友“肥天鹅”把自
己的电费单公布出来，他一
个人住在一小区 30平方米
的公寓里，平时上班，就晚上
回来居住。每月电费也就八
九十块，6月份 120元，7月
份的电费达到了210元。“天
热，没办法，只要在家就开空
调。”这引起了众多网友共
鸣。网友“苍蝇拍”说：“室外
气温达到40度，待在空调房
最惬意，三口之家一个月
600元。”网友“红豆”说：“月
子赶在了7月，超过1000元
了。”网友“赤脚汉”说：“电费

翻倍很正常，我家也是，自己
享受了，就不要抱怨了。”还
有网友说：“电费诚可贵，生
命价更高。要想凉快些，电
费得要高！”

晚报君获知，我市实施
阶梯电价制度，具体为：第一
档电量标准每户每月 180
度，此基数以下的电量，每度
0.56元 ；第 二 档 每 户 每 月
180～260度，电价提高0.05
元/度，即每度 0.61元；第三
档为每户每月 260度以上，
电价提高 0.30元/度，即每
度0.86元。

网友晒电费单，有人超千元

本报讯（记者郝春城）官
方微信公众平台“平安新野”
日前发布了一则消息：新野
公安局上港派出所民警帮助
群众找回丢失的财物，赢得
了群众赞扬，树立了公安民
警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昨日记者电话了解了
事件情况。上周，新野县上
港乡张坡村乔某报警称，其
妻子骑电动车时包被盗，包
内放有两部手机和一万元
现金。接报后，上港派出所
值班民警立即到达现场，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经初查系

乔某妻子骑着电动自行车
去银行取出看病急用的一
万元现金，在回家的途中不
慎丢失。所长张云华、指导
员万红堂带领民警张国祥、
马劦等人冒着酷暑调取查
阅沿路视频，帮助乔某查找
线索。由于丢失手提包的
时间正值下班时间，车流、
人流量大，查找困难。经过
民警们 4个小时的不懈努
力，终于确定捡走乔某提包
的人员是薛某，民警立即联
系薛某所在村的村委会并
赶赴薛某家中。随后在民
警的协调下，薛某将捡到财
物如数归还失主，失主乔某
对民警连声感谢，并拿出
500元钱作为感谢，被民警
婉言谢绝。累累累2

女子丢财物
民警帮找回

网友向晚报君反映，立秋后蚊子更“厉害”，咋办？

一个夹子，电风扇秒变驱蚊神器

浸泡过驱蚊水的夹子夹在电扇上 本报记者 赵春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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