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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骏）如
今，随着微信的出现，很多市民
已经不再使用手机短信功能
了，平时也不太关注短信信
息。但有一类短信——银行借
记卡的余额变动提醒，还是有
很多人会看，并为此每月支出
短信提醒服务费。记者发现，
不少银行都有收取这笔费用，
收费标准从 2 元至 4 元不等，
比如中国建设银行每月收 3
元、中国农业银行每月收 2元
……有市民对这笔“小钱”提
出了质疑——告知用户账户变
动情况是银行的义务，难道还
要收费？

近日，记者对各家银行进
行了探访，发现各家银行大堂
的收费服务手册均有“信息通

知服务费”“短信交易提醒手
续费”等类似收费名目。记者
调查发现，中、农、工、建、
交及邮储等银行都收取借记卡
账户资金变动短信提醒费，费
用为每月 2元至 4元不等，有
的银行提供包年优惠价，但也
有如江苏银行等一些银行将这
一服务列为免费。记者注意
到，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和
城商行普遍将这一服务列为免
费，且各家银行的贵宾客户普
遍也可免费享受此项服务。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一些
银行多年来免费提供短信提醒
服务，然而近年来，在移动互
联网快速发展、银行App可免
费查询账户变动的时代，反而
开始收费了，理由则各异。以

交通银行为例，交通银行官网
公告显示，从 2017年 9月 1日
起，个人借记卡短信提醒服务
不再免费，升级为“用卡无
忧”服务，每月 4元，按季度
收 12 元，内含失卡保障服
务，即为储蓄资金上了一份保
险，最高保额为 10 万元。民
生银行于 2017年 6月在官网发
布通知，称“自2017年6月22
日起将我行个人短信账户信息
即时通服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2 元/月/卡/手机号”，即每张
借记卡下对应每一个手机号人
民币活期账户收取 2 元/月，
至 于 收 费 理 由 ， 该 行 未 说
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
银行的App都可以提供账户的
免费查询服务。既然如此，为
何相当一部分客户还在交短信
提醒费呢？记者做了一个调
查，询问 10位市民的短信提醒
交费情况，其中 8 人都明确表
示“有这笔费用支出”；另 2 人
表示“不清楚”，查询后发现自
己确实也交了这笔钱。从调查
结果来看，老年人普遍依赖短
信提醒，而年轻人则是“懒得取
消”。

今年 60 多岁的贡女士告
诉记者，她一直开通着银行借
记卡短信提醒这项功能，“我不
会用网银，更不懂如何在 App
上操作，所以对我来说，短信提
醒最简单也最方便。”

市民曹先生是一位 70后，
他告诉记者，他手中的两张借
记卡都开通了“短信提醒”功
能。每次银行发送交易和余额
变动短信提醒，他总会认真地

核对一遍。对于为何要花钱购
买银行借记卡短信提醒服务，
在曹先生看来，主要还是担心
账户被盗，“之前网上有报道，
有的人在睡梦中，卡却被盗刷
了很多次，而我的账户一有变
动就会收到短信提醒，这让我
心里更有安全感。”曹先生还告
诉记者，银行“短信提醒费”一
年也就几十元，并不多。

90后的林先生告诉记者，
“虽然我也知道通过App能够
免费了解账户情况，但短信提
醒的费用并不多，也挺及时，
所 以 就 懒 得 取 消 这 项 服 务
了。”

每年 20 多元到 48 元不等
的短信提醒费，对每位银行客
户而言，并不是一笔大开支，但
对银行而言，则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记者在一家银行网点采
访时，一位大堂经理“吐槽”说，
收取短信提醒费是“考核任
务”，必须完成。那么，每月 2
元至 4 元不等的短信提醒费，
这笔用于通知客户账户变动提
醒的收费项目，银行到底该不
该收？

业内人士表示，2011年 3
月，央行、银监会、发改委三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银行业金
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
知》，自2011年7月1日起免除
人民币个人账户的十一类三十
四项服务收费，短信通知服务
不在减免之列，仅从字面上理
解合规性的话，短信通知收费
没有问题。

一位律师则告诉记者，除
非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收费，
不然商业银行就有权对客户提

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就某项服
务是否收费的问题，不同的银
行可能有不同的考量，或多或
少，或收或不收，取决于其市
场的竞争力和客户关系等因
素，这应该属于正常的商业行
为。所谓银行的告知义务，应
该是合同约定的义务，即银行
有义务在客户询问时或在一特
定时间期限，告知客户的存款
变动情况。如果合同没有标明
短信提醒也是银行的免费的合
同义务，银行对此收费无可厚
非，在法律上应该是合理的。

然而，有专家认为，银行的
收费合法但不合理，取消是大
势所趋。银行短信提醒客户账
户变动，是履行告知义务，本来
就是银行保护客户账户的一种
措施和义务，不应该收费。《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
助、保密等义务。银行的短信
提醒就是履行了通知义务而
已。现在，银行越来越多，竞争
日趋激烈，银行应该更多思考
如何给客户研发更好的金融产
品和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如今有一些银行已经不收这一
费用，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
事。

银行短信提醒服务，该不该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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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女士：43 岁，多发性子宫
肌瘤，最大一个4厘米左右，需要
接受治疗吗？在饮食方面有没
有什么讲究？

市人民医院疝血管外科主任
张俊华主任医师：子宫肌瘤的病
人尽量不要服用含雌激素高的
食物，如蜂胶等产品。子宫肌瘤
不一定按大小论处理方案，而是
根据病人的症状，如果有经量明
显增多，或者有压迫症状时才需
要处理。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疝血
管外科是镇江市重点专科，为丹
阳市唯一建制的血管外科及疝
和腹壁外科，年收治病人1200余
人次。目前在诊治腹股沟疝、腹
壁疝及血管常见疾病的基础上，
着重解决巨大疝、复发疝、复杂
性疝、静脉曲张的微创治疗及血
管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及危重
病人的抢救。联系电话：0511－
86553901。专家门诊时间：周一
~周六。孙红娟

广
告

@人医大夫

市人医5月外院专家坐诊手术时间

靠胸片发现肺癌几率低

血糖该降到多少合适？

多发性子宫肌瘤要治疗吗？

每年拍胸片都没事为
何却一下查出是肺癌晚期
了呢？市人民医院胸外科
副主任张志宇副主任医师

介绍，肺癌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
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列第
一。肺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
之一是脑部，不少肺癌患者癌细
胞转移到脑部，引起了颅内高压
或者使脑神经受到损伤，患者常
等到有头痛、呕吐、面神经麻痹、
偏瘫、视物模糊、失语、肌肉无力
等症状时，才发现是肺癌晚期。

长期以来，胸片都是作为重
要的常规体检手段之一，它操作
简单、费用低，但在肺部恶性肿瘤
的筛查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临

床证实，因为胸片的分辨率极低，
对中央型肺癌和周边小结节肺癌
常常难以发现，1 厘米以下的肺
部肿瘤和躲藏在心脏后面的肺部
肿瘤也常常被遗漏。而低剂量螺
旋 CT 具有精度高、辐射低等特
点，可有效进行肺癌早期诊断。
早诊早治对于肺癌至关重要，肺
癌是一种治疗效果不佳的肿瘤，
关键在于早期治疗，早期发现的
肺癌10年生存率可达90%。可如
果发现较晚，5 年生存率也只有
16%。建议健康人群自 35岁起，
就要做低剂量胸部CT检查来筛
查肺癌。对于肺癌高危人群，如
长期吸烟、有肿瘤家族史、有职业
暴露史等高危人群，应每年进行

筛查。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胸心外

科周一、二、五全天设有专家门诊，
周三、周四、周六上午设有专科门
诊，每年门急诊量2000余人次，诊
治的病种包括气管及肺良、恶性肿
瘤；食管癌及食管其它疾病；纵隔
肿瘤；胸部外伤；胸壁及胸膜疾病；
支气管扩张；脓胸、肺大泡、肺脓
疡、肺囊肿、肺结核；肺气肿、自发
性气胸；膈肌疾病，动脉导管未闭；
手汗症等。已开展的手术包括：气
管手术、肺手术、食管手术、膈肌及
纵隔疾病手术、胸壁及胸膜腔疾病
手术、胸腔镜手术、心脏手术以及
肺癌和食管癌的规范化治疗，胸外
科疾病的微创手术等。市人民医
院胸心外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戎
国祥副主任医师。联系电话：
86553422，13815152811。

家住开发区的老杨今
年 70岁，发现 2型糖尿病 8
年，现在用甘精胰岛素加拜
唐苹治疗，最近查空腹血糖

为 8.2，餐后是 13.5，感觉明显乏
力，查眼底有渗出。他问，血糖该
降到多少合适？是否需要调药？
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黄勇主
任医师认为，杨先生的问题有代表
性，特公开回复：2型糖尿病的治
疗是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础的长
期治疗，遵循个体化的原则。医生
会根据患者的年龄、病程、体重指
数、胰岛功能、糖尿病并发症、合并
其他疾病、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以
及对药物的耐受性、经济状况等因
素，制定适合的降糖目标值和治疗

方案。因此，即便年龄相同，每个
人的血糖目标值也是不同的。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原
因有多方面，最常见的是生活方式
干预不够；其次是用药方案未能
兼顾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缺
陷两方面；第三，血糖的大幅度波
动也是血糖控制不佳和糖尿病并
发症发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应定期
监测空腹、三餐后两小时、睡前甚
至夜间的血糖，提供全面的资料，
有针对性地调整治疗方案；第四，
降糖药物的应用应特别注意低血
糖和明显体重增加的风险；第五，
除了控制血糖外，血脂、血压、血尿
酸等其他指标也应一并控制达标，
才能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汇集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具有丰
富临床治疗经验的专科医护人员，
拥有江苏省卫生厅颁发的糖尿病
专科护士资质，在治疗糖尿病上有
一整套有效措施。糖尿病患者俱
乐部每周两次无偿为糖尿病患者
举行糖尿病防治讲座，为患者制定
个性化的饮食和运动处方。特色
服务项目：72小时动态血糖监测
仪、胰岛素泵的安装及咨询、糖尿
病治疗性教育计划（在全市率先开
设糖尿病教育护理门诊，电话预约
个体强化教育及常规指导、专家义
诊、会员经验交流及联谊会等）、糖
尿病足病筛查、甲状腺疾病的综合
诊治等。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
六。联系人：黄勇 郦文琴。电话：
86523891。孙红娟

5月份，丹阳市人民医院邀请
以下医院的专家来院坐诊、会诊
或手术，电话咨询、预约服务热
线：87120120、网站预约（www.
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5 月 11日：上海中山医院
（心脏超声、呼吸科），鼓楼医院
（妇科），南京儿童医院（呼吸
科），省人医（肾内科）、省肿瘤医
院（乳房外科）。

5月18日：鼓楼医院（呼吸
科、产科）、省人医（风湿科）。

5月25日：省肿瘤医院（乳
房外科）、省人医（心脏超声、神
经内科）、中大医院（乳房钼靶）。

5月31日（下午）：鼓楼医院
（血管外科）。

每周三：同济大学附属第十
人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的专家
来院坐诊，并开展颈椎、腰椎、胸
椎各种疾病的微创治疗。

每周四：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十院耳鼻喉科专家来院坐诊、预
约手术。

每周六上午：南京军区总院
病理科专家来院会诊（5 月 4 日
停诊）。

每月双周的周二下午：省人
医（CT、磁共振、乳房钼靶）专家
来院会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
整 2019年劳动节假期安排的通
知》，丹阳市人民医院劳动节放
假时间为：5 月 1 日至 4 日，4 月

28 日（星期日）、5 月 5 日（星期
日）正常上班。节假期间，方便
门诊、专家门诊暂停；门急诊、专
科门诊正常开诊。

市人民医院5·1门诊通知

今日上映3部影片：
动作、冒险、奇幻电影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

战》；剧情电影《何以为家》；

金巴、更登彭措、索朗旺姆

主演剧情电影《撞死一只

羊》。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架、
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信息收集：岳春芳

今日上映4部影片：
动作、冒险、奇幻电影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剧情电影《何以为家》；金巴、

更登彭措、索朗旺姆主演剧

情电影《撞死一只羊》；古天

乐、郑嘉颖主演剧情、犯罪、

动作电影《反贪风暴4》。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中影
国际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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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19064期：1 6 5 5 8 3 2

体彩大乐透
第19047期：03 04 10 16 32+04 09

体彩排列5
第19111期：4 8 6 0 2

福彩双色球
第19048期：3 7 10 12 18 29+10

福彩15选5
第１9111期：1 3 5 9 12

福彩3D
第１9111期：7 1 6

4月30日 暂无。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8
0.08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0.9
0.10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1
0.13
5
0

0.3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五一”假期就要到啦，春夏
交接，气候适宜，最是出游好时
节。这些出行信息早知道！

大家都去哪儿玩？
高德地图、中国旅游协会、

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网联合全
国9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发布了
《2019五一出行预测报告》，报告
预测：

广州将成为今年“五一”小
长假最热门的出游目的地城
市。其他位列前十的热门旅游
城市，依次是北京、苏州、深圳、
上海、杭州、南京、成都、天津、西
安。

景区方面，杭州西湖将成为
“五一”出游最热目的地。成都
春熙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热度分居第二、三位。其他最热
景区依次是广州北京路、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武汉珞珈山、西安
大雁塔、天津意大利风情旅游
区、武汉东湖以及桂林两江四湖
景区。

大家都怎么玩？
综合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

发现：
今年的“加长版”小长假，给

了游客更多选择。中短途国内
游和周边游线路受到游客追捧。

其中，以“主题乐园”为目的
地的周边游产品人气高涨，上海
迪士尼乐园、长隆度假区、北京
欢乐谷、常州恐龙园等主题乐园
最受青睐。

大家出行都选啥？
综合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

发现：
高铁、动车成为最热门的出

行方式。尤其今年4月，铁路部
门优化全国铁路运行图，新增大
量高铁、动车线路，为国内游创
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铁路工作人员提醒：4月30
日和5月1日两天，去往热门旅
游线路的高铁车票基本售罄，五
一小长假期间热门旅游线路车
票相对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旅客
应尽早订票。

高速拥堵时段在啥时
候？

《2019五一出行预测报告》

预计，“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高
速出程高峰时段是5月1日9时
~12时，其中，峰值将出现在10
时~11时。

小长假最后一天 5月 4日
14时~20时为返程高峰，峰值出
现在16时~17时，返程整体交通
压力高于出程。

大家都住哪儿？
多家旅游平台的住宿大数

据显示：“五一”假期出行住宿的
需求结构仍以经济型酒店占比
最大，其次是星级酒店，四星级、
五星酒店的预订量占比达
18.2%，未评星的中档酒店需求
量也较大，占比在20%以上。

“五一”假期，国内酒店平均
房价在每夜510元/间至630元/
间之间，以假期第二天(5月2日)
的平均房价为最高，每夜626.2
元/间。

在民宿预订方面，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期间，民宿预订
预计同比增速60%以上。目前，
最热门的民宿预订目的地为北
京、成都、重庆、西安、厦门、上
海、杭州、广州、武汉、青岛。

■提醒：
“五一”假期免收小客

车高速公路通行费
记者28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今年“五一”小长假，将继续
执行高速公路免收小客车通行
费政策，免费通行时间为5月1
日0时至5月4日24时。

乘船出行意外落水要
学会自救

“五一”假日将至，天气渐
热，乘船出行、船艇观光、水上运
动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在享
受假期的同时，也要注意水上安
全，一旦发生意外落水要冷静应
对，学会自救。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
中心工作人员提醒说，乘船出行
或游玩，一旦因为拥挤等情况意
外落水时，除了掌握好游泳技
能，还应学会自救。意外落水
时，应抓住时机大声呼救，引起
他人注意；应尽量抓住水中的漂
浮物，如救生衣、救生圈、救生
板、木板、泡沫板等，利用它们的
浮力求生；在水中发生“抽筋”
时，要保持镇定，拉长“抽筋”的
肌肉，让其伸展和松弛；不会游
泳时，应立即屏住呼吸，尽可能
使头部后仰，用嘴呼吸，尽量保
持镇定等待救援者到来；当救助
者出现时，不要惊慌地去抓抱救
助者的手、腿、腰等部位，一定要
听从救助者的指挥，让他带着你
游上岸。

当同伴落水时，原地大声呼
救或跑去找人；马上想办法拨

“110”或“12395”电话求救；情
况紧急，确实来不及对外呼救
的，可以使用长竹竿或抛绳索
等工具救助伙伴。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手拉
手结成人链下水救人。在水
深或者水下情况复杂的区域，
手拉手救人很容易造成更多
人员落水；不会游泳或者水性
不好的人千万不要下水，否则
不仅救不了他人，自己也会失
去生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未成年人落水后，其他未成年
人不可下水施救。

现在人们的食品安全意
识在不断提高，而食品染色
也是关注的热点之一。有些
食物在清洗时会变色，那就
意味着它们都被添加了人工
色素吗？

自然界中的色素有很多
种，它们的结构和性质都不
一样，呈现的颜色也不相
同。由于它们的结构和性质
不同，有些色素可以溶解在水
里，有些却不能。用水清洗或
者浸泡时，水的颜色改变大多
是因为有些色素溶解到了水
里。

食品色素按其溶解性可
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顾名
思义，水溶性色素很容易遇水
溶解，发生掉色，而脂溶性色
素则不会遇水掉色。

黑米、紫米、黑花生、黑玉
米、桑葚、紫甘蓝、草莓、蓝莓
等食物中均含有丰富的水溶
性色素——花青素。其中紫
黑色的食物遇水掉色并非一
定添加了人工色素，很有可能
是其原本的天然颜色。而花
青素通常存储在植物细胞的
液泡里，当细胞破损时就会溶
解到水中，就会看到平常所说
的“掉色”现象。所以完好的
草莓基本不掉色，而破损的草
莓掉色严重。水温越高色素
溶解越快，如黑花生泡在冷水
里，大约 1分钟才会溶解出色
素，但放入 60℃的热水中只需
要几秒钟。

绿色蔬菜的颜色则主要
来自于脂溶性色素——叶绿
素。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
富含辣椒红素的红辣椒等遇
水掉色则说明添加了人工色
素，因为黄色、橙色、红色食物
的颜色都源于类胡萝卜素家
族，这类色素也属于脂溶性色
素，不会遇水掉色。干海带等
干菜呈干褐色才正常，过分
翠绿要小心含有人工色素，如
果清洗的时候发生掉色，很可
能也是被染色的。

除掉色外，还有很多天然
食物有变色现象。它们变色
不一定是加了人工色素，而是
与色素的天然性质有关。

例如，在制作紫薯蛋糕
时，紫薯中加入泡打粉后，紫
色的蛋糕胚会变成蓝绿色。
这是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时
候呈红色，加入碱性的泡打粉
后，pH值升高，花青素呈碱性
就变成了蓝色。再比如，切开
的苹果、土豆、梨子等放一会
儿后，果肉表面就变成了黑褐
色；绿豆汤煮着煮着就会变
红，这些都是天然色素的氧化
变色反应。

所以，看到会变色的食物
并非都是添加了人工色素，食
物变色的原因很多，学会正
确的分辨方法可以让我们更
好地选择健康食品。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进入谷雨节气以来，
降水过程明显多了起来。今天，
我市仍然有雨水来扰，局部地区
雨量中等，大家出门记得带上雨
具。

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舞台
格外精彩：阳光、雨水、大风纷纷
来凑热闹。昨天，虽然雨水按下

了“暂停键”，但没有阳光的助
力，天气阴沉沉的，体感温度也
不高，总体上较为阴冷。

扰人的雨水究竟何时可以
离开？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此番雨水过程还要在我市逗留
一天，今天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
雨或雷雨天气，风力也不小，建
议抵抗力较差的朋友可以穿上

厚外套抵御阴冷。
明天起，我市将恢复多云天

气，届时气温也将“水涨船高”，
最高气温有望回升到“2字头”。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中等，偏北风3到4

级，早晨最低气温:13℃到14℃，
白天最高气温:16℃到17℃。

30 日全市阴到多云，早晨
最低气温:13℃到 14℃，白天最
高气温:21℃到22℃。

5 月 1 日全市晴到少云，早
晨最低气温:14℃到 15℃，白天
最高气温:23℃到24℃。

明起天气转好 气温将上升

畅享“五一”小长假 这些出游信息早知道！食物掉色就一定
是被染色了吗？

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规范老
年高血压管理，提高老年高血压
的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日
前联合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中国老年心血管病防
治联盟，共同发布《中国老年血
压管理指南2019》。

指南指出，降压治疗应遵循
小剂量、长效、联合、适度、个体

化这五个原则，同时应结合老年
人多病共存、异常血压波动等特
点，强调对老年高血压患者需全
面、整体地评估心血管危险；还
应特别关注老年人衰弱和认知
功能障碍的问题，推荐在制定降
压治疗方案前进行衰弱评估。

据2012年至2015年全国高
血压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横面
调查资料显示，我国 60岁及以

上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53.2%，患病率总体呈增高趋
势。而该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57.1%、
51.4%和 18.2%，仍处于较低水
平，与“健康老龄化”的要求仍有
较大差距。

指南从流行病学现状到诊
断、治疗、社区支持和远程管理，
对老年高血压进行了全面阐述。

《中国老年血压管理指南2019》发布：

降压应遵循五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