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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计量检测明日进社区
时间：3 月 10 日 9 点 地点：鼎舜花园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岳建疆) “3 . 15”消费者权
益日到来之际，本报联合市
质监局计量所，10 日 9 点在
鼎顺花园为市民免费检测
血压计、血压表等家用计量

器具。
去年 10 月 21 日，本报

与市质监局计量所联合举
办的“免费计量服务进社
区”首期活动启动，走进向
阳社区颐馨苑小区，有市民
专程从嘉明工业园区开车

到现场检测血压计。活动当
天，共检测血压计、血压表、
眼镜、秤等物品百余件，市
民希望能多走几个社区。

今年“3 . 15”消费者权
益日的主题为“消费与民
生”。花了钱，就想买到好东

西，但东西到底好不好，管
不管用，检测一下就明明白
白。据了解，有居民家中的
血压计使用几十年，但从没
有检测过，去年活动中，检
查的水银式血压计多半有
问题。

“使用方法不正确，或
长时间在空气中很容易氧
化，使血压计的水银减少，
这样检测出来的血压是不
准确的。”市计量所工作人
员介绍。

为更好地服务市民，本

报将再次联合市质监局到
家门口为市民免费检测家
用计量器具。如果您家中有
需要检测的计量器具，今天
就可拨打本报热线 8451234
报名，活动当天上午，您也
可带到现场进行检测。

劣质棚膜“毒死”两千株菜苗
在高唐消协调解下，三户菜农各获 1800 多元赔偿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

讯(记者 张召旭) “房
子没相中的，看房费倒
花了不少。” 8 日，市
民楚先生说。聊城市消
协工作人员表示，房产
中介收取“看房费”没
有法律依据。

市民楚先生说，妻
子已经怀孕，目前住在
出租房内。“租房子时
房东明确说，不能在他
房子里面生孩子。”楚
先生无奈地说，总不能
让妻子回老家坐月子，
决定先买套二手房住。

3 月初，楚先生通
过几家房产中介看了 5
套房子，结果没有一套
相中的，最后还交了 50
元看房费。“他们推荐
的房子不是太旧，就是
没暖气，有些房子还没
有房产证，和中介公司
描 述 的 不一 样 。 ” 7
日，楚先生又电话联系
曾去过的房产中介，对
方均表示目前没有合适
的房源。

8 日，记者走访城
区多家房产中介发现，
中介公司都明确表示租
房、买房都要收 10 元看
房费，相不中也不退
钱，直到找到合适的为
止。凤凰台一家房产中
介老板说，带人看房子
要花费人力和物力，收
取看房费不为过，这是
行内的“规矩”，如果
成交，他们只收取成交
价的 1% 作中介费。看
房费，房产中介一般不
给开具发票。

聊城市消协工作人
员介绍，在租赁或购买
二手房时，一定要选择
信誉度高的中介，最好
与房产中介签订书面协
议。房产中介收取的看
房费根本没有法律依
据，市民遇此类情况可
向消协投诉。

房子没相中

白花50元看房费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刘铭
通讯员 梁英华 赵琦) 高唐 3 户

菜农购买大棚膜种植蔬菜，一周后，约
两千株菜苗出现枯萎甚至死亡，菜农绝
收，而原因却是劣质棚膜造成的。经消
协协调，棚膜生产企业同意退货，并赔
偿菜农损失。

高唐县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去年
10 月，高唐县杨屯乡芒庄村刘师傅等 3
家菜农购买了东营一家塑业公司生产
的大棚膜，铺膜后，在棚内种植了黄瓜
和西葫。一周后，棚内约两千株菜苗出
现叶子枯黄、落叶现象，大部分死亡。

由于找不到病因，刘师傅 3 位经验
丰富的菜农一筹莫展。经请教县农业技
术部门，农艺师确定大棚菜死亡系氯气
熏蒸中毒所致。原来劣质棚膜经阳光曝
晒，在棚内高温条件下，易挥发产生乙烯
和氯气等有害气体，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可使蔬菜叶脉之间变黄进而变白，严重
时整株枯死，对黄瓜危害尤为严重。

今年 1 月，刘师傅 3 人将劣质棚膜
销售商投诉到高唐县消协。消协工作人
员立即对高唐县经销商杨某进行调查，
根据杨某提供的情况，追溯到位于东昌
府区的上一级经销商邢某。在与经销商
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消协工作人员联系
到生产企业，经多次协商，企业同意无条
件退货，并赔偿刘师傅 3 户菜农的损失。

8 日，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3 户
菜农已退掉了劣质大棚膜，并分别获得
了 1800 余元的赔偿。

同样的遭遇也让茌平县贾寨乡杜
沟村的大棚户高兴不起来。去年 12 月
份，杜沟村 23 座高标准大棚有 20 座大
棚膜出了问题，农户购买的全无滴大棚
膜质量低劣，释放有害气体伤害黄瓜
苗，致使 20 座 100 米— 150 米的大棚
绝产。

去年 12 月，东昌府区梁水镇季屯
村菜农也发现大棚黄瓜苗大面积死亡，
同时，该镇张凡村、郑屯、邢屯、许屯也
不同程度的出现死亡现象，仅季屯村出
现“瓜苗枯死”现象的大棚就有 30 多
个，涉及 26 户村民。经当地农科院研究
员调查，初步质疑是同种塑料大棚膜所
致，工商、质监等执法部门随即介入调
查。

去年 12 月 9 日，一位菜农在查看自家凋谢的大棚秧苗。 孔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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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颜色听声音鉴别棚膜
塑料大棚覆盖栽培是一

项投资少、增温效果好、培育
反季节蔬菜的重要栽培方
式，许多农民朋友使用塑料
棚膜发展大棚蔬菜走上了致
富路。现在的棚膜市场鱼目
混杂，不少棚膜存在质量问
题，到底该如何鉴别呢？

PP 膜(聚丙)白色透明，
揉搓时有声响，燃烧时火焰
上黄下蓝，气味似石油，无黑
烟；PET 膜(聚氨脂)白色透
明，平整、明亮、厚度均匀，透

明一致，手感较硬，揉搓时有
声响，燃烧时有黑烟，燃烧后
材料表面黑色炭化；PVC 膜
(聚氯乙烯)有弹性，燃烧时冒
黑烟，离火即灭，无熔融滴落
现象；PE+PET 复合膜表面
一面光滑一面不光滑，白色
透明，燃烧时有黑烟，带有石
蜡气味。

菜农可根据蔬菜的生长
习性选择合适的农膜。像黄
瓜、甜瓜、丝瓜等瓜类蔬菜在
生产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

可选择保温层厚、保温性好
的 PVC 膜；像茄果类蔬菜，
应选择透光性好的 EVA
膜；而长寿膜主要用于拱棚
蔬菜种植。考虑到投资成本，
可选择适宜的厚度，千万不
能盲目选择较厚的棚膜。如
发现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及
时请当地农业部门组织鉴
定，评估损失，并及时收集和
携带相关证据，向当地农业、
工商、质量监督等部门投诉
举报。 (刘铭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