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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镇外环线什么时候能全线通车
歙县三阳镇回复：三阳镇外环线

改道工程现已基本完工，但还有部分
路段存在塌方风险，所以该路段通车

必须要等到塌方风险点排除后才能通
车，现阶段正在拟定相关方案。待方
案确定后会对塌方点进行排除施工。

汪春霞反映，该广场入口处、
楼梯间花圃是消防栓所在地，被一
家名为“小虎队”玩具店长期违章
搭建、占用经营，中心广场的经营
户们多次反映，祁门县城管局 5 月
7 日下发整改通知，要求 5 月 9 日前
责令拆除；5 月 12 日城管局强制拆
除该玩具店违规搭建，但玩具店当
晚又重新搭建，整治未见成效，且 5
月 13 日 继 续 占 地 经 营 。“ 一 旦 失
火，消防栓被挡住影响救火，这责
任谁担？”汪春霞说。

5 月 26 日上午，记者实地走访
了解到，反映人汪春霞也经营儿童
玩具，店面位于该中心广场进门左
方，紧挨楼梯口。在汪女士店面靠
楼梯口位置，不少玩具摆放在公共
区域，显然是占地经营。在中心广
场进门右方，是被投诉的玩具店，
该店的玩具摆放明显占用了公共
通道。同时，违章搭建的棚架将楼
梯口右方的消防设施完全遮挡，楼
梯间花圃也全部被占用。

采访过程中，附近 10 余户商
户向记者表示，“小虎队”玩具店
违章搭建棚架遮挡消防设施、占
用花圃、占地经营等行为存在消
防隐患和不良影响，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采取措施整治。

随后，记者采访祁门县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祁门县消防救援
大队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对“小虎
队”玩具店相关行为，他们已多次
调查了解并劝导调解，但成效一直
不明显。其原因是该玩具店店主
是一名女性，带着两个孩子，之前
一有管理部门采取相关措施，该店
主就带着孩子上门哭诉。今年 5
月上旬，城管部门配合市场管理方
对该处违章搭建实行强制拆除。
但就在拆除当晚，该玩具店店主又
重新违章搭建，并且继续占地经
营，引发众怒。

针对广大商户诉求，记者先后
与祁门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祁门县消防救援大队、祁门县城管
执法局有关负责人接洽，三方均表
示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尽量在
人性化的基础上配合采取整治措
施，并督促中心广场各商户都合
法、有序经营。

·钟 伟·

近日，市民汪春霞通

过“我要说”平台反映：祁

门 县 中 心 广 场 存 在 乱 搭

建、占地经营、消防栓被挡

等问题。希望有关部门重

视，相关问题能够尽早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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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 祁门县多部门联合：

整治中心广场经营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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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城管部门：

循序渐进解决违建问题

我要说

歙县清华坊小区一业

主反映，楼顶业主自行搭

建房子，遮挡低楼层住户

阳光，这样是否合规，搭建

时为什么没有相关部门干

预？还有一楼带院子的住

户 自 行 将 院 子 改 建 成 厨

房，产生油烟，上面就是阳

台，楼上住户怎么晾晒？

该业主介绍，楼顶乱搭乱建现
象在清华坊小区普遍存在，原来每
天还有 4 小时左右的日照时间，现
在被遮住，基本不见阳光。她家住
二楼，一楼住户正建厨房，灶台已
砌好，自己担心以后晾晒衣物会被
油烟污染。一楼住户和顶层业主
争吵过，但违建未停。她向小区物
业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回复说开发
商当年答应，他们也表示会去现场
查看，但总是不了了之，“原先买房
时，开发商并没有说楼顶和一楼可

以 自 己 搭建。要知道，我就不买
了。”

歙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徽
城中队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
也接到投诉，经查看，该小区乱搭
乱建现象确实存在。清华坊是老
旧小区，当初开发商为吸引购买
力，曾表示可以自行搭建。乱搭乱
建在 2007 年交房后即发生，属历
史遗留问题。投诉人看别人搭建，
自己也想在一楼住户所建房顶上
再建，被城管执法人员制止。该局
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专题部署，明
确思路。目前，他们正联合物业公
司细致摸排，梳理分类。

上述徽城中队负责人表示，这
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是长期积累而
成，消化需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他们将会同徽城镇政府、房管部
门、小区物业、社区集中研讨，分类
施策，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循
序渐进解决问题。他们也在积极
谋划解决方案，比如联合有关部
门，在二手房交易环节明确，若有
违建，不得交易。其次，将通过严
格执法，制止新增的乱搭乱建现
象。 ·黎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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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女士告诉记者，臻享卡是朋
友代办的，当时充值 500 元，商家
没有明确告知使用和优惠期限。5
月 23 日，她去门店购物，服务员说
须换新卡，可享受另外的优惠，之
前在公司微信公众号上已发布信
息。她不同意，觉得当初办卡时没
说明，现在突然变化，即使后来公
告，也不能改变此前达成的协议，
这样做损害其权益。

日前，记者走进该公司位于市
中心城区荷花池公园对面的一家门
店。一中年女性选好食品，到收银
台付款，递去一张消费卡。记者细
看，该卡为超享卡，而非臻享卡。收
银员告知，公司软件系统升级，臻享
卡取消，换成超享卡，每月 5 号、25
号消费，可享打折优惠，还有积分返

还。臻享卡能继续使用到去年 12
月底，或换新卡。对换卡一事，公司
也通过一定途径向消费者公示。

记者为此与该公司沟通，公司
负责人高度重视，派员主动联系汪
女士，努力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
同时积极回复：顾客反馈的信息已
收到，感谢“我要说”平台提供与顾
客沟通解决问题的机会。近几年，
新零售业发展迅猛，公司在 2016
年升级会员软件系统，未通过更多
渠道告知广大消费者，这是公司的
工作不足。给顾客带来不好购物
体验，公司表示十分抱歉，也向喜
爱公司的所有顾客及会员致歉。
顾客监督就是给予公司进步的机
会，在此致谢。

·黎小强·

某食品公司：

努力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要说

市民汪女士反映，她在某食品公司有张臻享卡，可

享受 9.5 折优惠，从 2014 年用到现在，但今年 5 月 23 日

到门店消费，居然不给优惠。此卡未标明优惠期限，这

样有损消费者权益。

记者调查

我来办

记者注意到，受猪肉等主要原
材料价格上涨和疫情影响，本学期
中小学生返校复课后，学校食堂保
供稳价面临严峻考验。前期已有
学生家长通过“我要说”平台反映
学校食堂餐饮质量下降问题。

此次，这名学生家长表示，孩
子在田家炳中学读书，因此自己对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和经营状况有
所了解。自 2019 年实行重新招标
委托经营后，学校食堂餐饮质量有
所下降，部分外购食品可能存在食
品安全隐患。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
学校食堂应当执行原料控制、餐具
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制度，
定期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查，对食
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有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
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近年来，一些地方学校食堂卫
生问题频繁出现。为保障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教育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制定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按照规定，学校食堂制作的食
品在烹饪后应当尽量当餐用完。

学校外购食品的，应当索取相关凭
证，查验产品包装标签，查看生产
日期、保质期和保存条件。中小
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
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
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及时发现和解
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市教育局接到上述家长反映
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到田家
炳中学调查核实。学校相关负责
人称，5 月 19 日上午，因蒸饭机电
路突发损坏，造成中餐时约 50 余
名学生米饭供应不足，学校立即协
调承包单位，通过为学生免费发放
面包和矿泉水的方式予以补救。
当日下午，蒸饭设备维修完毕，晚
餐恢复正常供应。

事后，田家炳中学相关负责人
约谈承包单位，要求牢固树立服务
意识，全面检修维护各类设施设
备，汲取教训，将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市教
育局答复称，将进一步督促学校强
化食品安全卫生工作，加大食堂规
范化管理力度，同时也欢迎家长代
表到校陪餐，为促进学校食堂工作
多提宝贵意见。

·许 晟·

田家炳中学：

已约谈经营方督促整改
我要说

近日，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一名学生家长通过

“我要说”平台反映，学校餐饮质量欠佳，学校规定在校

学生不得出校用餐；4 月底学生返校复课至今，学校食

堂餐饮供应每况愈下，曾出现部分学生无餐可供现象。

记者调查

我来办

屯溪区城管执法局：

外接市政管道需审批后才能施工

我要说

近日，屯溪区一家物

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程女士

通过“我要说”监督服务平

台反映，鼎天家园小区外

面小马路排水的窨井盖都

是物业公司维修更换的，

但是小区业主的出租店面

欲使用该窨井排水时却遭

到城管人员阻拦，声称市

政设施不准使用，这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

5 月 29 日，记者了解到，鼎天
家园小区外有一条小马路归市政
园林中心管理，此处小马路的窨井
等设施归鼎天家园小区物业维修
更换。“前不久，我们遇到一件闹心
事，一小区业主将店面租给他人经
营洗车店，结果租金都收了，可是
这家洗车店在接通小区的雨水管
道时，却遭到负责该地块的城管外
勤人员的阻拦，声称市政设施不准
洗车店接入使用，结果引起了多方

误会。”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程女士
告诉记者，今年受疫情影响，实体
店铺生意不景气，这次能成功出租
店面，他们当时都为业主高兴。但
后来由于洗车店无法及时接入排
水，承租户要求店面房东退还租
金，业主也因此来责怪物业公司。

“这里的窨井盖都是物业公司
维护，那业主外接污水出口，不是
在情理之中吗？”程女士疑问。

屯溪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就

此回复，接到反映后，工作人员实
地调查了解到，鼎天家园小区一家
洗车店（现未开业）的排水管打算
接入该小区外围道路的雨水管道，
该雨水检查井及支管属于鼎天家
园物业管理属实，但是负责该地块
的城管工作人员阻止洗车店接入，
且未解释清楚原因，引发了争议。
屯溪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告知，
该洗车店排水属于污水，接入管道
前需向屯溪区城管执法局提出申
请，经审批同意后才能在局市政专
业人员指导下接入管道。

·姚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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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江公园江边是否可开发夜经济？
休宁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

复：横江公园目前有啤酒吧一个，由
于经营场所在河边，汛期存在安全隐

患，所以每年经营时间是主汛期后才
能开始经营，并非取消。谢谢您对我
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黄山市与阿里巴巴合作哪些项目
市投资促进局回复：5 月 18 日下

午，我市与阿里巴巴集团在屯召开合
作对接会，其中对接内容之一是利用

阿里巴巴集团直播体系和黄山的直
播产业结合，在黄山落地电商直播基
地项目。该项目正在进一步对接中。

清华坊小区楼顶业主乱搭乱建
歙县城管局回复：接到问题反

映 后 ，我 局 高 度 重 视 ，经 过 初 步 摸
排，情况基本属实。由于清华坊小
区搭建多为历史遗留，搭建形成原
因多样，且涉及面广，短期内无法彻

底解决目前所反映的问题。目前，
我局已会同县房管中心、物业公司
成立专班开展调查，待调查终结后，
我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分类处
理。

店家倒闭没消费的费用怎么办
网民袁女士反映：屯溪区元一大观肯德基对面阿曼尼美

容美发店关门倒闭了，去年充值的，还有几千元没消费完，该
怎么办？

星合星园楼盘夜里施工严重扰民
网民王××反映：每天夜里，歙县二中旁星合星园楼盘施

工噪音严重影响旁边两排自建房居民夜间休息！
整理：徐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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