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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铺的草坪咋又挖了？

帮办

】
【平山堂西路

帮办热线

□2018

回应：
两家公司分别施工，
造成二次开挖
铺好的草坪又被挖开了 有工人在埋设 两个岔口之间的平山堂西路长约200 已有好多天了，施工进度也不快。“为何
占桥
摆摊

苏北人民医院昨接听12345

医院已设共享轮椅

昨日，多
辆三轮车占据
在新北门桥上
摆摊 ， 影响市
容 ， 也有碍交
通。
沈扬生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苏宣 记者 王 自费，下一次再使用看看，如果在我
诗韵 ）昨天，苏北人民医院负责人走 们这边结算不成功，回无锡那边结算

进12345·政风行风热线，就医疗服
务与市民交流。该医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更好地为百姓提供精准医疗服
务。
王女士：我是无锡人，退休后长
期住在扬州，去苏北医院看病不好报
销。
苏北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省内
结算不成功有很多原因，在省内结算
是用省内参保库，和无锡沟通过，可
能目录库会有不同。建议您这一次先

也是认可的。
朱先生：苏北医院一站式服务，
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用轮椅要凭挂号
单，能不能以后直接用身份证租借？
苏北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因
为轮椅供不应求，要挂号单是为了
防止不是来看病的也借用轮椅，会
让急需的病人没有轮椅可使用。目
前医院已设立共享轮椅，对于市民
的建议，将会进行研究，以便精准服
务百姓。

【活动预告】

扬大附院明接1
2345
本报讯 记者 杨婉 明天11： 就医疗卫生话题接听市民来电。市民
)

00—12：00，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相关 如果有相关投诉、建议或咨询，可拨
负责人将走进12345政风行风热线， 打12345，相关负责人将现场解答。

装修快收尾
工人罢工了
装修负责人：已协调好，明天就复工

【 市民反映 】 昨天中午 ， 市民裴先生
来电反映 ，负责给他家装修的工人昨天
突然撤场了 ，负责人也不接电话 。
【 记者探访 】裴先生介绍，他家从3

月中旬开始装修，装修进行了大半，这
个月月底就要收尾了。前天上午，两位
装修工人将厨房瓷砖贴好后，告诉他明
天不来了，原因是老板拖欠他们的工
资，等老板发了工资再来干活。昨天，装
修工人果然没有出现。
“我装修的后期预进度款已经支付

了，只剩下尾款没给。”裴先生联系装修
公司的负责人蔡先生，对方表示不用担
心，很快就会复工，可没说工人具体复
工时间。裴先生很着急，因为他就等装
修结束，开始买家具和进行软装了，担
心会影响装修进度。
【 相关回应 】昨天，
记者联系上装修
方负责人蔡先生。他表示，他只是分包
的负责人，工资是老板发的，目前已经
协调好了，工人明天就会复工。
帮办记者 马燕洁

马燕洁

电话 ：18952781993

，

管道 。 崔先生很诧异 ，这次开挖为何不 米。这段约200米长道路
南侧，就是上个 不和公园改造一起进行呢？”
和公园改造一起进行 ，浪费人力物力不 月刚刚提升结束的小公园了。由东向西 【部门回应 】昨天，记者联系了邗江
【 市民反映 】 市民崔先生向本报反 说 ， 还影响通行 。
沿着道路南侧，一个月前还是新铺设的 区相关部门得知，之前公园提升由邗江
【 记者探访 】昨天下午，
映 ，维扬路与平山堂西路交叉路口南侧
记者来到维 绿盈盈的草坪，如今已被挖开，里面还 区一家公司实施，目前正在实施的是电
小公园 ， 上个月刚刚做了提档升级 ， 可 扬路最北端，道路到了这里后，分叉出 铺设了管道。
力杆线下地，由另一家公司实施，结果
还不到一个月 ，公园沿平山堂西路一线 左右两条环状道路
与平山堂西路相交， 路过市民告诉记者，这处地方开挖 造成了二次开挖。 记者 姜传刚

(

今日帮办记者

本报与“寄语市长”联办

【城管】
摊贩占道，四车道仅剩一车道

市民 ： 双塘路和平山路交叉口
东侧 （ 江阳农贸市场北侧 ）， 每天晚
上烧烤摊 、 小吃摊等占道经营 ， 四
车道只剩下一车道 ， 严重影响交通
出行 ，同时也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
邗江区 ： 该处即将启用疏导

点，届时将把占道经营摊贩纳入疏
导点管理，城管部门在疏导点启用
前，将加强巡查管理。

【交管】
美琪菜场附近违停多发

市民 ： 望月路美琪菜场附近
包括万鸿城市花园北门出口与望
月路交会处 ）， 道路两侧车辆乱停
乱放 ， 除了划定的停车位以外 ， 很
多车辆停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
道及人行道的出入口 ， 堵塞交通 。
希望引起交警部门的重视并加强
巡逻 ！
公安局 ：我局交警支队辖区大

（

队一直坚持对该处违法停车进行
贴单处罚。因该路段商铺较多，停
车需求量大，停车人员变换频繁，
导致该处违法停车现象较严重。下
一步，我局交警支队辖区大队将加
强该路段的管理，加大对违停车辆
的查处力度。
（

摘自 “中国扬州·寄语市长 ”）
记者 刘昌云 整理

火力全开 火热扬城

首届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节

随着气温的突增，扬州城一秒如夏。烈日如
火，在此也要温馨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而这
个五月，扬州的家居行业，将迎来一场比天气还
要火热的盛事，首届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节即将
火热来袭！
5月25日至27日，首届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
节将于扬州国展中心火热开场，汇集百大精选品

牌、千件超值爆款、万件精美豪礼，更有固友木
门、美国丝涟床垫特邀明星熊天平夫妇亲临现场
助阵！
为回馈扬州消费者长期以来对红星美凯龙
的信任及认可，本次活动，扬州红星美凯龙郑重
承诺：活动现场价格比市场现有最低价还低，如
发现贵立赔1000元。消费者在活动前期可通过
诚信家装铸就品牌 放心消费服务为民 场式拍照、录音方
收集到市
现有最低
行业部门权威推荐 主流媒体全程监督 价信息，若发
扬州市装饰行业协会（商会）
现活动价比
扬州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收集到的最
低价高或者
一样，组委会
（排名不分先后） 立赔1000元！
鼎尚装饰 同时，即日起
爱文装饰

公布

2018年家装工程质量诚信保证基金
示范单位
盛景装饰
87696421

一鸣装饰
新空间装饰
大成装饰
大山
装饰
新力暖通
兔宝宝
鼎 豪装
87968789

87909998

87890980

87852002

4008283400

87779598

82878618

87898999

85860910

爱尚装饰
满堂
红装饰
星艺装饰
中实装饰

宏量建材科技

87859399

87829977

87944788

易百·名人堂
87877278

华浔装饰
华联装饰
日模邗沟品居 家视界装饰
红易居装饰 亚细亚瓷砖
嘉瑞装饰 开来橱柜
85168686

87980916

87495518

87086333

82075166

87952686

82220088

87500988

82267777

82689527

业主如与上述公司发生装修纠纷 ，由协会协调解决 ，确属质量问题 ，将从该公
司上缴的保证金中先行赔付 ，真正做到一经选择 ，家装无忧 。 协会提醒业主 ：要与装
修公司签订由市工商部门监制的家装合同 ，拒绝自制合同 、不签合同的行为 ，以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们将热情接待广大业主咨询 ，并推荐优秀的家装公司和建材商 。

扬州市装饰行业协会（商会） 电 话：0514—87629822
协会官网 ：yzszsxh.com QQ 群 ：280113219
扬州晚报装饰周刊监督
电 话 ：0514—87862447

至5月27日，客户持门票与联盟品
牌门店合影即可获得精美礼品一
份；无需购物，转满5家门店即可
获得价值188元实木椅领取券一
张，先到先得哦！在品牌办理预存
1000元以上更可参与幸运大抽
奖，IPHONEX、液晶电视、乳胶
枕、榨汁机等你来抽，100%中奖！
活动期间，顾客凭门票，还可抢购
3998元的卫生间套餐包，只要3998元，吊顶、瓷
砖、马桶、花洒、浴室柜整套搬回家！对，你没看
错，整套只要3998元！
活动当天，消费者凭活动门票到家居节现场
扫描签到，前1000名签到的客户，均可获得开门
好礼一份！联单还有千台扫地机和百台液晶电
视现场疯狂送。26日及27日，现场凭销货单，还
有固友木门、美国丝涟床垫、4999元现金大奖整

点抽！现场下单两连单以上，更可参与十万元现
金大分红。满2单就送1张分红券、3单送2张、4单
送3张，上不封顶哦；十万元现金大奖等你一起
来瓜分！
红星美凯龙首届国际家居节，给你实实在在
的优惠！实实在在的折扣！实实在在豪礼！5月
25日到27日，红星美凯龙和著名歌星熊天平在
扬州国展中心与你不见不散！

大爱母亲 留住时光

暨祥利红木扬州店盛大开业

海天世纪红木文化楼2013年10
月立足于文化底蕴深厚的扬城，至今
约1500组客户选择了我们，皆为喜爱
收藏与爱好者客户群体，其遍布扬州
和周边城市各个小区。海天世纪红木
文化楼以传播中式红木和中国古典
家具文化为使命，在此基础上我们传
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家”文
化为己任。
家的文化，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
和代代相传的命脉基因，在家和家族
的不断壮大中更趋完善和厚重。红木
家具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载体，也将
中国的美好传统，文化寓意和做人做
事融入到了家具之中，百年成材的红

体验文化，寄爱后代体验大果紫
木也将它自身的记忆和能量气场给
家与家族增添了厚重与长远。而爱母 檀代代相传小孩官帽椅。全榫卯大漆
亲亦是中华传统美德，母爱伟大、大 工艺，1999元体验价，只限50张，先到
先得哦！
爱母亲，留住美好时光。
岁月好时光，岁月静好、惜时惜
爱的文化，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
活动中，海天世纪红米文化楼特邀扬 福，祥利红木鎏金岁月臻品展也在活
州新老客户带上对母亲的爱，以明清 动期间为您呈现，更推出5套新品红
家居风格以及古典茶文化为背景的 木卧房，以“岁月时光价”感恩“我爱
摄影元素，来了一次留住母爱、留住 您”。
时光的摄影活动，在此次活动中，我
活动期间，购物满2万元即可参
们虽然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是我们 加砸金蛋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爱的大
用照片留下了“母亲”的最美时光。5 礼哦！更多活动敬请现场了解……
参与地址：江阳中路399号（欧尚
月20日，我们为爱延续，无需购物，即
可报名，详情关注海天世纪官方微 超市向东150米路南）
—红木文化那些事儿。
参与热线：0514-87872222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