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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线

小区主要通道全封闭，业主车进不来出不去

“最牛曝光路”一修
小区成了围城
本报记者 赵波 苑菲菲

横穿幸福家园一期二期两个
小区之间的鲁阳路，是一条市政
道路。自 2003年小区建成后居民
们便一直盼望着能修路。坑洼不
平的路面让居民吃尽了苦头，每
到下雨天土路上就被冲得沟壑纵
横，底盘低的车辆经常陷入泥地
里，居民外出都需绕道。“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是幸福家园小

区居民的真实写照。据小区居民
介绍，交房之初开发商便称道路
即将开修，可这一即将就“即将”
了7年。

心急如焚的居民曾多次就出
行难的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却一
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据了解，
该路被戏称为“最牛曝光路”——— 7
年来被媒体曝光近20次。今年10月

份，小区居民终于盼来了修路的消
息，鲁阳路在本月1日起陆续封闭
施工。可还没高兴多久，有车的业
主们却发现自己又无路可走了。
“施工方先是在没设置醒目标志的
情况下把鲁阳路门口的路挖断，紧
接着又将小区通向开封路的门口
也堵了，我们停车都成了问题。”车
主李女士无奈地表示，修路让他们
看到了盼头，可这种施工计划实在
不太人性化。

九阳豆浆机

获小家电原创大奖
告别质低价廉，中国小家电为全球设标准

在 1 0 月 2 6 日举行的
“2010年中国小家电高峰论
坛暨颁奖典礼”上，中国小家
电行业领导品牌九阳成为当
天颁奖典礼上的最大赢家，荣
获了“电磁灶——— 最具影响力
品牌”、“2010年中国小家电原
创奖”等四项大奖。中国家电
协会专家认为，九阳发明了豆
浆机这个产品，从而创造了一
个崭新的行业，将中国小家电
原创大奖颁给九阳实至名归。
与此同时，在刚刚结束的2010
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74
届大会上，九阳提出的有关豆
浆机行业国际标准提案，被
会议接受并通过立项。这也
标志着中国小家电企业将主
导设立全球标准。

创新缔造行业

在“2010年中国小家电
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上，九
阳开水煲获得“畅销品牌
奖”、九阳电磁灶获得“最具
影响力品牌”、九阳电压力煲
获得“最具影响力品牌”，而
最具分量的大奖“2010中国
小家电原创奖”又颁给了九
阳。中国家电协会理事长姜
风认为：“九阳发明创造了一
个新的家电产品，一个新的
产业，这些创新非凡设计的
产品拥有中国特有的风格，
使世界瞩目。”

九阳不仅创造了一个产
品，更是创造了一个行业。一
直以来，中国的小家电行业
都是学习别人，经常被人指
称只会制造，不会创造，更不
会“智”造，九阳则改变了人
们的这一印象。从1994年九
阳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豆浆

机以来，经过16年的发展，豆
浆机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小家
电领域的热门行业。据《2009
年豆浆机行业发展报告》数据
表明，豆浆机“家庭拥有率”在
众多厨房小家电中攀升至第
四位，仅次于电饭煲、电磁炉

和开水煲，几近成为中国家
庭“三小件”，目前豆浆机已经
走进了超过4000万家庭。

创意传承文化

九阳豆浆机让每天喝一
杯豆浆成为可能，这也成为中
国人健康生活方式的象征。

中国原创的豆浆机让已
经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淡
出的豆浆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不仅将流传已久的豆浆文化
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在生
活中得到不断的丰富。

九阳不断革新技术发
展，三代技术同堂将好豆浆
分级，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
求。不同技术的豆浆机所做
出的豆浆的营养和口感对应
不同的品级。一级特浓好豆
浆因为应用了智能全营养技
术，好营养、好口感、好吸收，
满足追求高品质享受消费者
的需求，二级香浓好豆浆则
是五谷精磨技术所打造，好
口感、好吸收，满足大众健康
需求，无网技术豆浆机所做
出的干豆好豆浆，营养和口
感非常一般，只满足随时喝
豆浆的快捷需求。

标准创造规范

此次有关豆浆机行业国
际标准提案被会议接受并通
过立项，是继九阳主导提出
的豆浆机国家标准2009年12
月获得审定通过之后，中国
小家电行业取得的又一重大
成就。

在今年的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第74届大会上，九阳
提出的豆浆机行业国际标准

提案的前瞻性得到了
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
可。比如，许多消费者
在使用豆浆机过程中，
用料的比例、操作方法
不规范，都可能造成豆
浆机电热器严重焦煳，
从而带来安全隐患，威
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九阳提出模拟用户在
非正常使用过程的测
试条款，全面提升豆浆
机的使用安全。另外，
九阳的提案还包括采
用全部干豆进行刀片
强度试验，以判定刀片
强度，避免在正常使用
方法下刀片断裂的危

险。这些测试条款一旦成为
国际标准，消费者购买的豆
浆机将更有质量保证。

九阳的不断创新，改变
了人们对中国制造的看法，
成为了中国“智”造走向全球
的典型案例。

幸福家园小区建成7年，贯穿小区之间的鲁阳路却一直没修。因路面坑洼不平、车辆无法通行，这条
“搓板路”被媒体曝光近20次，被居民戏称为青岛“最牛曝光路”。如今道路开修了，而施工方为了提早完成
工期，将鲁阳路全封闭不让车辆通行，使得小区里几百辆车进不去出不来，身陷围城之中。

“最牛曝光路”终于开修

本报11月10日热线消息
（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相
统岗 安丰文） 在擦鞋店
办了张贵宾卡没几天，擦鞋
店的原址就成了面食馆。消
费者多次要求退卡，但是店
方一直推诿，最终在工商部门
的帮助下才拿回卡内的余额。

10日，青岛市民李先生

来到威海路工商所投诉，称
刚花两百块办了一张修鞋贵
宾卡，不料刚用了两次，擦鞋
的地方改头换面变成了饭
店。“店不干了怎么不说一
声？”带着疑问李先生拨打了
擦鞋店经理的电话。一开始
店经理告诉他，房租一年涨
了近五万多元，自己有点承

受不起，计划换个地方继续
经营，到时会通知李先生的，
让李先生放心。谁知以后再
打电话时，对方先是找各种
理由推脱，后来甚至连电话
也不接了。

无奈之下，李先生在11
月 10号来到威海路工商所
投诉。根据李先生提供的电

话，工商所工作人员联系上
了擦鞋店的经理，他说因为
资金原因，擦鞋店换到了四
方区一个便宜点的房子，这
几天准备开业，以前办理的
卡还能用，继续使用和退卡
都可以。最终，在工商部门的
帮助下，李先生退了卡，拿回
了卡内的余额。

刚办擦鞋卡，擦鞋店“闪”了
顾客讨要余费，店主迟迟不给

车辆禁行惹车主不满
10日，记者来到位于开封路上

的幸福家园小区。在开封路与鲁阳
路交叉口，路边工人正在将高压线
缆入地。而小区A区和B区之间的
鲁阳路两头都被围挡堵了，路面上
已经铺上一层灰土，2辆挖掘机和1
辆压路机停在路上，十几名工人正
在对古力井盖进行处理。据小区居
民介绍，正在施工的这几个路口是

A区和B区的主要出入口，施工前
车主都从此进入。但自本月3日开
始，施工方青岛城建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却贴出一纸通知，称禁止车辆
出入社区。
“附近没有大型停车场，平时

我们的车都停在小区里或鲁阳路
和开封路上，这一禁行我们到哪
去停车？”业主吴女士指着开封

路一侧的临时停车场说，自道路
施工后这边从下午起便停满车
辆，稍晚回家的业主根本找不到
可供停车的场所。据了解，幸福
家园小区共有业主 1000余户，一
半以上都有私家车。虽然车主们
有些不满，但也有居民赞同施工
方的做法。“路刚开始铺，承受不
了那么多车的重量，要是车辆随便
出入这些路就都给轧坏了。”业主
曹俊兵说。

全封闭施工只因赶工期
记者在鲁阳路上发现，南北

向的鲁阳路就像是“田”字中间的
那一“横”，幸福家园的A、B、C三
个区分别占据“田”字的三个空
格，东西向的开封路就像是“田”
字中间的那一竖，而三个区的除
了 C区的两个门一个在开平路，
一个在开封路上外，A、B区其余
的门必须通过鲁阳路才能走出小
区，“如果施工单位将A区或者B

区的任何一段施工，都不会影响
我们的出行。”小区的车主刘先生
产生质疑，既然鲁阳路是A , B区
的必经之路，施工单位为何不分
段施工？

记者联系到鲁阳路的施工单
位“青岛城建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一位姓杨的负责人表示，他
们已经取得了市政施工许可证，
如果不封闭根本没法展开施工。

“车辆进出对路面损害很大，已经
有几次因为车将铺的路面轧坏而
重新返工。”该负责人表示，每到
周末有些车主将车停在路面上一
停就是两天，他们联系不到车主
只好推迟施工。记者提出为什么
不分段进行施工？该负责人表示，
他们想尽快完成工程，“工程本来
是到 12月 30日结束，这样施工我
们就能在 1 1月 3 0日结束。”该负
责人表示，他怕延误工期，只好将
工程尽量往前赶。

胶州市工商局组织执法
力量，对城区范围内的食品
市场进行集中检查，共出动
执法人员80人次、执法车辆
30台次、食品快速检测车6台
次，检查超市、农贸市场、食品
批发市场6个及食品添加剂
专卖店1户，抽取卤菜、腊制
品、果蔬、米粉、果脯蜜饯等
食品样品 10个并进行了快

速检测，查扣过期变质腊制
品40余公斤，无QS标志的一
次性杯子及饭盒2箱，无中文
厂名厂址的进口干酵母、无
QS标志的干酵母6包，用荧光
粉浸泡的蘑菇10公斤。此次
行动对情节较严重的违法经
营行为及时予以曝光，扩大
了食品安全整治月行动的社
会影响。 （张仁龙）

日前，胶州市南关工商
所创新农资市场监管机制，
通过建立完善农资商品质量
“问题发现机制”，较好地筑
起了农资市场监管屏障。据
了解，根据有关规定，进一步
督促农资经营单位建立完善
“两账两票一卡一书一留样”
制 度 ，建 立 率 必 须 达 到
100%。对不按照规定落实制

度和“一户多档制”（索证索
票制度）的经营业户，实行重
点监管，督促其规范经营。

据了解，该所以构筑“工
商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
督”三位一体网格化监管为
总抓手，积极引导农资经营
者组建行业协会、聘请义务
监督员，强化维权保障网络。

（郑家德）

胶州建立“问题发现机制”

胶州市三级联动确保食品安全

九阳豆浆机获小家电原创大
奖，图为红枣枸杞豆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