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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世纪城一业主：“
这房子不敢住”》 ②

开发商约业主协商
未给答复却要求删照片
●之前维权开发商曾拿出两种方案
8月9日，《楼板手指一抠就
掉 块 新 房 内 顶 成 “豆 腐 渣
中南世纪城一业主：“这房子不
敢住”》的消息在本报刊登并在
官方微信推送后， 引起读者和
网友广泛关注。 当天微信阅读
量超过两万， 更有数百位网友
跟贴留言。 昨天，业主王先生告
诉记者， 当天有中南方面工作
人员与他联系商谈， 不过问题
仍未得到解决……
■单昰

业主王先生透露，自
己此前维权时， 开发商曾
拿出两种方案：一是退房，
但开发商只按照3年前他
买房时的价格退， 最多再
加点利息补偿；二是修房，
开发商将楼板修复， 对王
先生的其他损失， 则没有

任何说法。
对于这两种解决方
案， 王先生说自己都不能
接受。“先说修房，房子质
量有问题， 导致现在装潢
了一半， 这损失我自己承
担？ 再说退房，现在什么房
价，当时什么价格，凭什么

按当年的价格退？ ”王先生
告诉记者说， 之后再去找
开发商， 经常找不到相关
负责人， 联系他的只有中
南的法务人员。 事情一拖
就是3个月， 迟迟解决不
了， 无奈之下只能向媒体
求助。

●开发商约业主协商却让其删照片
9日下午， 王先生又
联系记者。“下午我的律
师和他们（中南）刚谈过，
本来接到电话，还以为是
想好好解决这个事情，但
最后他们出面的是一位
法务还有一位客服，依然
没有相关负责人出来解
决。 ”王先生说，这次商

谈，自己说了要求，即如果
不能修就退房， 但肯定不
可能按买房时的价格退，
此外赔偿相应的损失，
“
开
发商方面并没说什么，就
记录， 记完就说要一层层
反映，没法给答复。 ”
王先生不解的是，房
屋质量问题已反映了3个

月， 难道他们就不知道
吗，就没有一个为业主着
想的方案吗？ 此外，让王
先生气愤的是，中南的法
务告诉他，让他将在网上
发的一些照片删除，不然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王先
生很纳闷，怎么感觉中南
倒像是受害者了呢？

●投诉并非第一次，中南这次会否让人满意？
记者发现，这并不是
中南在淮安第一次被业
主投诉。 2017年底，家住
中南锦城的数名业主向
本报反映，该小区所有住
宅楼负一层全部被开发
商隔成一个个数平方大
小的储藏室，并向业主售
卖使用权，这导致小区负
一层没有一个电瓶车充
电桩。 去年12月20日，本

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开发
商最终将储藏室全部 拆
除。
今年1月初， 中南锦
城物管在地下车库出 入
口的斜坡上建造拦道杆，
结果还未竣工，就引发数
起轿车撞上斜坡拦道 杆
石墩的事故。 1月11日，本
报应业主的请求，进行了
报道。

仅仅过了半年，中南
业主又 因 房 屋 质 量 问 题
再次反映到本报。 从房屋
的销售到管理，再到房屋
质量问题，一而再、再而
三，中南似乎在淮安有些
“水土不服”。 相信这样一
个在全 国 都 享 有 盛 名 的
房地 产 企 业 ， 会 给 王 先
生、给淮安市民一个满意
的答复。

我市实施“一套放心餐具工程”
多部门联合
“亮剑”餐具安全
如今， 点外卖、
下馆子成为市民最
常见的就餐方式，随
之而来的餐具和包
材（打包盒）安全问
题，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 为提高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 昨天下
午， 我市召开实施
“一 套 放 心 餐 具 工
程” 新闻发布会，打
起“组合拳”向餐具
安全“亮剑”。
■淮海晚报记者 金义旻
通讯员 王栋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此次“一套放心餐具工程”为
期5个月， 主要由市食安办统筹
组织实施，市食药监局、市卫计
委、市质监局等部门根据自身职
能和淮安市场实际，分别对我市
餐饮单位、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食品包材生产和销售市
场中涉及餐饮具及包材食品安
全情况进行监管。“目前我市共
有餐饮企业8013家，餐具集中消
洗企业23家，包材生产单位40余
家，前期我们对部分企业单位进
行了摸底调查”。 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从摸底情况看总体较好，但
也存在部分商家不按规定清洗、
检测数据不达标，包材、餐具以

10月底前纳入透明共治体系
次充好等危害市民健康的违法
行为，“通过实施‘一套放心餐具
工程’， 餐饮具洗涤消毒市场将
得到进一步规范，伪劣餐饮具行
为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打击，保证
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
据介绍，“一套放心餐具工
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前期准备阶段。 主要是摸清
行业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出台
具体实施方案，开展相关宣传和
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第二阶段
为具体实施阶段。 由各职能部门
重点对全市餐饮企业、餐饮具消
洗企业、食品包材市场等进行集
中规范整治， 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 第三阶段为总结提高阶段。

主要是对工程实施效果进行评
估、考核，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10
月底前，要将所有食品包材生产
单位和餐饮具集中洗消单位加
入淮安市食品安全透明共治信
息化平台并正常运行。 通过实施
“一套放心餐具工程”，我市将实
现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出
厂餐饮具自检率达100％， 监督
抽检合格率达95％以上；食品包
材（一次性餐盒）生产单位产品
出厂自检率达100％； 监督抽检
合格率达95%以上； 中型以上餐
馆、学校食堂、养老机构食堂、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自洗餐饮具合
格率达90％以上；小型以下餐馆
自洗餐饮具合格率达80％以上。

2018年淮安市
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启动
晚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为鼓励和
支持广大青年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前列，建功新时代、展现新风采，共青团
淮安市委联合市人才办启动2018年淮
安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据了解，大赛分为商工组、现代农
业组、电子商务组等三大类。 其中，商工
组重点突出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科
技、物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 文化创意等领域相关产业；
现代农业组重点突出先进种植养殖技
术、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农业社会化服
务、 乡村旅游等涉农领域相关产业；电
子商务组重点突出利用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鼓励“传统产业+互联网”创新创业
项目。 三个组别分别设一等奖1名，奖金
10000元/项目；二等奖2名，奖金5000元/
项目；三等奖5名，奖金2000元/项目。 由
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政策扶持。
据了解，参赛人员以2018年7月15日
作为划分年龄的界限，年龄不超过40周
岁（含）的中国公民，可以个人名义申报
参赛项目；由团队申报的项目，团队总
人数不多于5人， 团队主要负责人年龄
不超过40周岁（含），其他成员年龄应不
超过45周岁（含），且团队平均年龄不超
过40周岁 （含）。 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团
队，应于8月20日前报名，报名网址可登
录淮安共青团官方网站查询。
■淮海晚报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王猛

有梦想 共成长
市慈善总会组织
困难家庭学生市区游学
晚报讯 到清晏园瞻仰朱慕萍烈
士、去电影院观看电影《汪星卧底》、泛
舟里运河上领略运河风光，昨天，来自
淮安区顺河镇、季桥镇的30位贫困家庭
学生，来到市区开展夏令营活动。
上午9时， 孩子们在市慈善总会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清晏园，瞻仰朱慕
萍烈士并敬献花篮。 随后，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游览了清晏园，感受古典园林风
光。 游园完毕，孩子们乘车前往中影国
际影城，观看电影《汪星卧底》。 在等候
时，10岁的强强告诉记者， 这是他长这
么大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电影。 下午，
孩子们又乘船游览了里运河风光带和
中洲岛。
市慈善总会秘书长李玉国介绍，本
次活动的主题是“有梦想 共成长”，给
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开拓视野、了解
淮安城乡变化、感受淮安文化底蕴的机
会，同时在孩子们幼小心灵播下慈善的
种子，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增强他们感恩社会、报效社会的责
任感。
■淮海晚报记者 胡适之
通讯员 曹佳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