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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材料不符，然后尺寸量错，
重装后油漆颜色不均匀，
补漆打胶还需自己掏钱

木门安装一波三折，消费者“精疲力竭”

木门门套与墙壁之间有明
显的缝隙
本报讯 （记者 茅猛科）
近日，丹北镇新桥的马女士拨
打 本 报 民 生 热 线 86983119 反
映，她去年 12 月份在开发区森
林国际家居广场内某品牌木门
店为新装修的房子订购了全套
木门和移门，一直拖到最近才
全部安装完毕，然而马女士发
现其中 2 扇木门和 2 扇移门的油
漆不均匀，而且木门与墙壁之
间的缝隙也没有打胶，希望商
家能重新补漆并打胶，然而商
家却表示需要马女士自己出钱
补漆和打胶，马女士不认可，
事情由此陷入僵局。

木门 4 个多月没弄
好，还遭遇一堆烦心事
去年年底，马女士准备装
修，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联系
上了森林国际家居广场内某品
牌木门店的王女士。由于订购
木门和移门的数量比较多，王
女士便直接来到马女士家中，
双方签订了木门销售合同，合
同 总 价 为 51664 元 。“ 签 合 同
前，我要求选用沙比利材质的
木门，并且拿了一块样品给对
方看，当时对方说知道了，并
表示沙比利材质就只有一种，
于是我们双方当场签订了合
同。”王女士告诉记者，由于是
朋友介绍的，签订合同之后，
她就付清了全款。今年 1 月
底，商家安排送货师傅将马女
士订购的木门送到家中，马女
士查看时却发现木门是橡胶木
门而非沙比利材质的木门，于
是便跟商家进行交涉，一直到 3
月份，在市消委会工作人员的
协调下，商家最终同意退还马
女士 19500 元。
“原本以为可以就这么顺
利结束，木门也可以马上安装
到位了，然而事情却是又现波

移门漆面出现裂缝
记者 茅猛科 摄
折。”马女士告诉记者，之后安
装工人在安装木门时却发现其
中有两套木门和两扇移门安装
不了，居然是尺寸量错了，于
是商家便将这两套木门和两扇
移门拖回去改尺寸。一个月之
后，商家将改好的门又送了过
来，然而门锁却又装不上了。
不得已，商家只能按照尺寸让
厂家重新做。又过了 25 天，商
家将重新做好的门送到了马女
士家中并进行了安装。
“送门装门的时候，因为
我有事，就没有检查，也没有
在现场看着。”马女士说，等到
她下班回家后才发现这次安装
的两套木门和两扇移门的油漆
颜色不均匀，“后来我又检查了
其他木门和移门，发现有些木
门与墙壁之间有缝隙，而且没
有打胶，之前安装的移门漆面
还出现了一些裂痕。”于是，马
女士立即联系商家，将发现的
问题告知商家，希望能将木门
颜色不均匀的地方以及移门漆
面的裂痕处重新补漆，与墙壁
之间的缝隙进行打胶处理。然
而，商家却表示补漆和打胶需
要马女士自己出钱。“没有这样
的道理，我是按合同付的钱，
商家应该对自己产品的质量负
责，而不应该让我再出钱。”马
女士说。在随后的交涉中，商
家表示可以赠送一个出厂价 300
多元的花梨木椅子给马女士，
但补漆和打胶的钱必须由她来
出，马女士则坚持自己不应该
出钱，也不要椅子。

记者协调，商家同意
免费补漆和打胶
5 月 15 日，记者来到开发
区森林国际家居广场该品牌木
门销售店。当记者就马女士反
映的问题向对方咨询时，该店

一工作人员却是一阵诉苦。
“当时因为是熟人介绍
的，所以给了成本价，本身这
笔生意就不赚钱。”该工作人员
表示，签合同时因为双方沟通
出现问题，所以出现了后来的
橡胶木门退款事件。当初去马
女士家中量尺寸的工人，之后
就离职了，而因为他量错尺
寸，不得不重新做了两套木门
和两扇移门，“到目前为止，店
里已经倒贴进去 7000 多元了。
现在的工人工资比较高，而马
女士新装的房子在新桥，如果
专门找人下去弄的话，起码要
500 元以上，所以不得不让马女
士出这个费用。”同时该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他
们安装木门是不打胶的，只是
因为马女士家中有些墙壁处理
得不是很平，才会有这种情况
发生。
经过记者的协调，该木门
店工作人员同意免费给马女士
做补漆和打胶处理，但需要马
女士先将当初让她垫付的 100
元买轨道的钱给她。马女士表
示，那位已经离职的工人曾经
代她买了五金配件，然而有 5
个拉手不配套，如今还在她家
里，刚好 100 元，是否可以抵
轨道的钱。工作人员则表示，
当初那个拉手是马女士让那位
离职的工人代买的，钱也是他
收下的，应该直接找那位离职
的工人。对此，记者也咨询了
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般情况下，由于五金件的样
式太多，木门销售合同都不会
包含这块，像马女士这种委托
工人购买拉手的行为，属于私
下交易，商家不需承担责任。
最终，在记者的协调下，马女
士与商家达成协议，马女士将
购买轨道的钱给工作人员，商
家负责给马女士做补漆和打胶
处理。
“由于装修过程的复杂性，
装修纠纷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然而像马女士这样仅仅
在一项内容中就遇到这么多问
题的情况还真是不多。”业内人
士提醒消费者，不管是否熟人
介绍，在付款时一定要注意预
留尾款，一般情况下预付全款
的 50%~80%较为合理，等到验
收合格后再支付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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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阿路路牌
拼音成
“QUE LU”
？
部门回应：路牌拼音按照统一规定排列

记者 马骏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骏） 路
牌本是为方便市民出行、导
示、分辩方向设立的，但近
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称开
发区曲阿路路牌上的拼音有
误，“QU”和“E”连在了一
起，中间也没有间隔符号，读
出来竟变成了“缺”路。
记者在曲阿路看到，位于
“中国石油”附近以及和丹桂路
交叉口附近的两块曲阿路路牌
上 的 拼 音 都 标 注 为 “QUE
LU”，曲、阿两个字的拼音连
在了一起，并且中间没有任何
间隔符号。家住附近的杨女士
表示，自己最近外出散步时才
注意到这个路牌并发现了路牌
拼音有点不对劲，
“我们丹阳本
地人基本都知道怎么读，但曲

阿路的‘阿’字为多音字，路
牌上又把前两个字的拼音放在
了一起，这不免会误导一些只
认拼音的孩子们，对于不了解
丹阳文化的外地人来说也很有
可能会认错。
”市民袁先生则认
为，其他路牌的拼音都是像这
样把“LU”前面的拼音排列在
一起，所以曲阿路路牌上这样
排列并没有问题。记者在走访
中注意到，实际上，我市的所
有路牌都是这样标注的，比如
丹桂路的拼音标识为“DAN⁃
GUI LU”，玉泉路路牌的拼音
为“YUQUAN LU”
。
随后，记者联系了负责路
牌的社会事务局民政科，工作
人员表示，曲阿路路牌的拼音
是按照路牌的统一规定排列
的，不能更改。按照规定，前
面的拼音都是要拼在一起，后
面“路”的拼音要单独列出
来。在采访中，一些市民对于
曲阿路路名的来由也表现出了
好奇。
“曲阿”既然作为丹阳市
的古称，又为何会用来命名这
条道路？是否这条路有什么特
殊之处？为此，记者联系到了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他表示，
道路命名是由乡镇先打申请，
然后他们负责批复，最近几年
才有专家论证、地名审核，要
有地名含义，而曲阿路命名较
早，以前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就
能命名，因此并没有市民们想
的那么复杂。

关于罗横公路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确保南三环东延与罗横
公路接线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和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
对罗横公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
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管制路段 南三环路与
罗横公路交叉路口。
二、管制时间 2018 年 5 月 21
日零时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24 时
止。
三、管制措施 1.管制期间，
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半幅通行。
2.封闭路段除施工车辆外禁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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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机 动 车 、非 机 动 车 、行 人 通
行。3.半幅通行路段机动车应交
替通行，主动避让非机动车、行
人。
请 机 动 车 、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行人行经管制路段时，自觉
遵守上述交通管理措施，服从交
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按照
施工现场交通标志指示注意安
全，减速慢行、有序通过。违者，
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省丹阳市公路管理处
201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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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靓农业示范园 助力乡村振兴
省级专家为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发展支招

图为省专家调研我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记者 须俊 摄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丁汉平） 农业园区是推动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和促进三产深度融合的重
要载体，
如何立足高标准、高起点

建设，
努力打造农业园区的亮点、
特色，使之成为我市现代农业的
一道窗口和靓丽的名片？近日，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的
专家一行，在省农委农业局领导

陪同下，专题调研我市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创建工作。副市长魏
国荣和镇江及我市农委负责人陪
同调研。
丹阳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位于我市西部，创建总面积 17.2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9.4 万亩，涉
及丹阳市司徒、延陵、珥陵等三个
乡镇。目前示范园已形成核心区
——示范区——辐射区三级功能
层次结构。核心区重点围绕优质
粮油和生态园艺两大产业，搭建
面向核心区与示范区的综合服务
平台，完善创新发展机制和组织
管理制度，集聚土地、资金、科技、
人才等资源要素，开展成果孵化
与实用性示范，加强新型经营主
体培育。依托珥陵农产品加工集
中区建设基础，引进和培育农产
品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农产品加
工大集群大品牌，拓展园区增值
链产业；依托丘陵岗地区生态资
源环境优势，挖掘农业生态价值、
休闲观光价值与文化价值。加快
一二三产业融合，不断增强核心

区引领带动作用。
示范区重点在核心区引领
下，围绕主导产业，建设万亩以上
优质粮食连片示范基地，开展科
技与模式熟化和连片应用示范，
打造园区公共品牌，提升产业经
济与生态效益。
辐射带动区域为丹阳市市域
范围。以核心区创新成果和示范
区产业体系为依托，有序优化产
业结构布局，推广应用成熟技术
与模式，种养有机结合、产加销、
贸工农一体化发展。同时依托现
有的江苏丹阳粮油加工贸易集中
区，提升粮油产品仓储、加工、物
流能力，形成区域性加工物流商
贸园，构建符合丹阳市特色的农
业产业体系。
座谈中，副市长魏国荣和示
范园管委会负责人汇报了我市创
建思路和推进措施，力争通过 3
年努力，立足园区农业产业基础
与资源禀赋，秉承“绿色、高效、创
新”发展理念，以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为中心任务，构建以

农产品加工为引领、以优质粮油
产业为主导、以生态园艺产业为
特色、以健康畜禽养殖为配套的
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突出优势主导
产业地位，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
建成先进要素高效集聚、
功能健全、产业链完整、设施装备
先进、生产方式绿色、经济效益显
著、与农民利益紧密连接、辐射带
动力强劲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区。
专家们通过现场查看和座
谈，对我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创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进一
步完善相关规划方案、加快推进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等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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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秧插秧，他为何
“抢先一步”
？

桑葚满枝头 游客采摘乐

本报记者 佩玉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晓洁） 眼下，又到了桑葚大
量成熟上市的季节。记者在位
于胡桥宝山的桑园圣树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果桑采摘园”内
看到，不少来自本地及周边县市
的游客正在园中尽情享受着采摘
的乐趣。 合作社负责人颜梅芳告
诉记者：
“今年是我们桑园圣树合
作社连续四年举办‘桑果节’
，整
个果桑采摘期从 5 月 10 日开始，
一 直 持 续 到 6 月 10 日 左 右 结
束。
”
桑园圣树种植合作社是中
国农科院蚕桑研究所的桑树新
品种示范基地，也是我市的科
普基地之一。通过提供品种和
技术支持，该基地种植可供采
摘的果桑有一百多亩，共有 28
个品种，分为早、中、晚三个
类型，由于生产全过程采用无

“再过十来天，我种植的小
麦就可以收割了，今年的收成
预计不错，水稻秧苗也培育好
了，5 月 25 日我就要开始插秧
了。”日前，记者走进开发区前
马陵村，成方连片的田里麦浪
滚滚，散发出成熟粮果的芳香，
正在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的
前马陵村小丫家庭农场负责人
魏国良高兴地说，由于种植较
早，预计 5 月 26 日起，他种植的
50 亩小麦就可以收割了，并且
他已经做好了水稻育秧工作，
届时可以直接开展今夏水稻插
秧作业。
魏国良是开发区前马陵村
土生土长的村民，一直从事鞋
底制作生产。2014 年，他流转
承包了当地高低不平的 80 多亩
岗坡田，并进行了农田综合整
治，使得这方丘陵岗地变成了
标 准 农 田 ，专 种 无 公 害 粮 食 。
今年，他一共承包了 100 多亩土
地，其中 50 亩种植小麦，剩余土
地进行轮作休耕。
“我去年 11 月
10 日小麦便已经种植结束了，
由于种植时天气、时间节点都
比较适宜，加上生长期间管理
得当，预计今年小麦的收成比
较好，较去年亩产预计会高一
两百斤。”魏国良告诉记者，他
的小麦种植较早，因此收割也
较早，若是到时小麦市场价格
每斤能有 1.12~1.15 元，那他便
会把小麦卖出去，若是价格较
低，那他便会将小麦当做饲料，
喂养他养殖的鱼和鸡。
谈及今夏水稻种植啥品种
时，魏国良告诉记者，他已经种
植了 3 年南粳 46，去年产量颇
丰，亩产量达 1300 斤，今年他将
继续种植南粳 46 这一品种。
“今
年 4 月 28 日我就开始育秧了，
每亩地用种子 9 斤左右，现在秧

图为魏国良的水稻秧苗。记者 佩玉 摄
苗都有 5~7 厘米高了，5 月 25 日
开始，我将先在休耕的地块进
行插秧，等到小麦收割结束了，
再在种植小麦的地里进行插
秧。今年，我应该算是丹阳最
早开始插秧的种粮大户了吧。”
魏国良笑着告诉记者，南粳 46
是优质水稻品种，口感较好，生
产周期长达 170 天以上，属于晚
熟品种，
所以要早种植。
“今年上半年，市农委也组
织我们这些种粮大户去镇江申
请‘无公害粮食’标志，等这个
标志申请下来，我的大米就能
够卖到上海、珠海等地的超市
啦！”说起小麦、水稻的销售情
况，魏国良高兴地说，原先对于
种出来的粮食，他都是直接卖
给粮管所，亦或是卖给上门来
收购的粮贩，这几年他拜托远
在珠海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的弟
弟，将优质新米特地做成小礼
盒发到弟弟的单位，让其同事
和一些客商尝尝丹阳的新米，
结果反响很好。一些珠海、澳
门的客商品尝后也赞赏有加，
找到魏国良要求采购他的优质
稻米，
“现在经常有客商慕名前

来买米，
下一步，
除了想将大米卖
进超市以外，
我还计划做电商，
这
一块要是弄好的话，
对我们销售
粮食，
还是大有帮助的。
”
在采访过程中，魏国良也
坦言，目前，他在粮食生产销售
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较
为突出的就是缺少粮食深加工
和储存的场地，这些问题若是
能够得到较好解决，将进一步
推动大家的种粮积极性，更好
做好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产业
链，对增加种粮大户的收入也
是大有裨益的。

种 养 能人

扫一扫，关注丹阳日
报有机农场

图为游客正在采摘桑葚。
记者 也平 摄
公害栽培技术，其结出的桑葚
果实大、果汁多，一棵果桑平
均可采摘 30 斤，桑葚的含糖量
高达 20%以上。除了一簇簇红得
发紫的桑葚外，还有一种白色
的桑葚也甜味十足，成为游客
采摘的“新宠”
。

休 闲 农业

全省
“稻+N”
综合种养技术培训班在丹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玉兰） 近日，由扬州大学和
丹阳市农技推广中心联合主办的
“稻+N”综合种养技术培训班暨
现场观摩会在我市召开。江苏省
畜牧总站站长朱满兴研究员、扬
州大学副校长陈国宏教授出席会
议。来自苏州、常州、泰州、扬
州以及镇江等地种养结合的企业
负责人和种养大户等共 60 多人
参会。
在开班仪式上，市农推中心
负责人详细介绍我市稻鸭共作历
史、发展现状以及实施效果。朱
满兴站长充分肯定了稻鸭共作技
术示范应用取得的实绩，指出发
展稻田综合种养不仅符合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有利于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绿色增
效。他希望全省水稻、水禽和水
产专家利用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平台，加强联合技术攻
关，研发出不同稻田综合种养模
式。
会上，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唐建清教授作了以“稻虾综合
种养殖技术”为题的培训报告，
唐教授着重讲述了小龙虾主要生
活习性、稻虾共作的技术要点以
及稻虾共作主要模式，并分析了
该技术的发展前景。接着，扬州
大学霍中洋教授作了以“水稻绿
色高质生产技术”为题的培训报
告。
与会代表还观摩了市嘉贤稻
鸭共作专业合作社苕稻鸭共作的
苕子翻耕技术和被授予“示范推
广基地”称号的延陵镇赵巷稻鸭
共作专业合作社稻鸭草鹅共作的
稻田鹅肥育技术和稻虾共作的克
氏原螯虾起捕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