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6日讯 上周五， 长沙县

星沙开元中路广泰家园的物业公司突

然撤走了，居民生活大受影响。据悉，物

业公司离去是因为业主拖欠物管费。

居民：物业突然不见了

广泰家园业主吴险舟说：“上周星

期五，物业公司突然撤走，连监控设备

都带走了，结果我新买的摩托车也在当

天不见了，我不知道该找谁负责。”

长沙“众一物业”是广泰家园的物

管公司，2010年5月1日接手，签约时间

3年，到今年5月20日才1年时间。物业

公司撤走的这一周时间里，广泰家园内

垃圾无人倒，小区没监控，很多业主乱

丢东西，一时间，居民怨声不断。

物业：100户没交物业费

是什么原因使得物业公司突然撤

离？ 长沙众一物业相关负责人刘先生

说，广泰家园有800多户住户，至今仍

有100多户的物管费没交，加起来足有

21万元之多， 另有30户—40户没有交

水费，小部分业主没有交电费。“工作人

员去收，要么是吃‘闭门羹’，要么就是

无人理你。一年下来，公司亏损了十多

万元，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这些欠费的业主大部分房子都有

点质量问题，漏水什么的，他们反映很

多次，我们也找过开发商，但是都没有

答复。”

据了解， 广泰家园是分两批交房，

第一批是2006年3月， 第二批是同年6

月。照此推算，今年3月第一批已经过了

维修期，第二批今年6月份也将到期。

刘先生说，监控设备是物业公司买

的，走的时候一起带走了。“我们走之前

是给当地政府打过报告的，政府也同意

了。5月6日，我们就在小区贴出了书面

告示，声明之后如果小区出现什么重大

事故，我们概不负责，当地社区居委会

是同意的。”

物业公司走了，小区的管理该怎么

办了。记者随即找到了广泰家园业委会

主任彭敏驰，彭敏驰表示，小区正在联

系新的物业公司，很快就会有新公司来

接管。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卢珍美

物业撤离当天业主丢了摩托

物业公司：业主拖欠21万元物管费，亏不起

业委会：正在寻找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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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患者来电就送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患者由于个

人体质、地域、气候的差异，病情也大不相同。

为了验证【国研前列方】针对各种前列腺疾病

的确切疗效， 厂家特拿出 1000 万元产品，免

费向全国万名前列腺患者进行发放， 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通过前列腺患者的亲身验证，来

反馈【国研前列方】的真实疗效。

目前，免费发放活动已来到湖南，为星城

广大的前列腺患者带来一个免费用药的机

会。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患有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相关疾病，请您马上拨打

400-705-3979，0731-83887988 报名，均可免

费获赠 1-3个月用量的【国研前列方】。

据其他省份服用过【国研前列方】的患者

反馈：服用当天，小腹有温热舒胀感，丹田处

起初胀满，进而流通，直达会阴部，胀痛减轻，

尿频减轻；10 天左右，前列腺得到疏通，膀胱

压力减轻，会阴肛门处胀满感消失，排尿变得

更加顺畅，部分患者有晨勃现象出现；第 20

天左右，药物成分进入腺体内部，得到有效发

挥，开始清除腺内毒素和膀胱内残液，排尿量

增加，尿液混浊，炎症减轻，男性生理反应更

加敏感；第 40 天左右，症状持续减轻，疗效得

到巩固，排毒更加彻底，前列腺得到修养，组

织细胞自我修复加快，增生肥大组织回缩，尿

路更加通畅， 免疫得到提高； 再持续使用

20－40 天，非生理退行性症状患者可彻底康

复， 彻底恢复甚至提高前列腺及男性正常功

能。

由于此次免费发药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

限，时间较短，还望广大前列腺患者抓紧时间

领取，赠完为止，绝不多赠；同时也希望您留

下您的姓名及电话， 以便全程我们开展疗效

调查，谢谢您的合作！

适合免费领取人群：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生、前列腺肥大及其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

排尿困难、滴尿、尿等待、尿不尽、夜尿多、尿

分叉、尿线细、尿无力、尿失禁、尿道口滴白、

阴囊湿冷、会阴小腹坠涨、肛门坠胀、尿道痒

痛以及阳痿、早泄等均可电话报名，免费获赠

1-3个月用量的【国研前列方】。

活动真实 ， 赠药可靠 ！ 打 进电 话

400-705-3979，0731-83887988，如与承诺

不符，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西安佳诚药业有限公司

【国研前列方】疗效大验证

1000 万产品免费送

★免费发药公告★

招标公示期未满，工人提前进了场

网友致信市长信箱：绿化广场施工“先上船，后补票”？

5月25日，工人正在长沙市政府门前杜鹃绿化广场施工。 记者 童迪 摄

本报5月26日讯 “明明买的是榨

菜，回到家打开一看却觉得很像萝卜。”

昨天， 杨女士在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

路某超市买了一包榨菜， 没想到里面

装的却像是萝卜。

今天上午，杨女士找到记者说：“这

玩意是什么？能不能吃？”

今天一早， 记者就来到杨女士的

家里，她买回来的“榨菜”确实不太一

样：白色带着根须，咬上一口硬邦邦。

在杨女士购物的超市， 记者找到

了她所买的榨菜，果然，塑料袋里装的

不仅有常见的瘤状榨菜， 还有白色的

块状物。

在包装袋的后面， 写着配料为：大

头菜、榨菜、海椒等。

记者随即联系了长沙市银盆岭工

商所，“现场无法鉴定萝卜状的食品是

什么品种，我们先取样，鉴定之后再进

行处理。”

今天下午， 记者来到省农业大学

鉴定“萝卜块”的品种。

“这确实是大头菜， 属于根用芥菜

的一种。”仔细鉴定后，省农业大学蔬菜

系主任宋勇告诉记者， 榨菜是一种半

干态非发酵性咸菜， 以茎用芥菜为原

料腌制而成。

“芥菜有茎用芥菜和根用芥菜，俗

称都叫‘大头菜’，杨女士买的榨菜，里

面除了传统的茎用芥菜， 还有像极了

萝卜的根用芥菜。”

宋主任说， 根用芥菜也有丰富的

营养，但口味与传统的茎用芥菜不同。

市民在购买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进

行挑选。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陈文茜

榨菜变萝卜？原来是大头菜

专家：茎用、根用芥菜都有营养

本报5月26日讯 十天公示期还没满，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就提前进驻， 建设

项目为“长沙市政府门前杜鹃绿化广场翻

修改造”。

近日， 有网友致信市长信箱：“一切只

是一场游戏？”昨天，长沙市招投标办和长

沙市机关事务局对此作出解释。

【质疑】 报价第七却成候选第一

4月3日， 长沙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网

上挂出杜鹃绿化广场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称面积约3.5万平方米的杜鹃绿化广场翻修

改造，改造内容包括绿化、亮化、排水、园林

小品、游道等，造价700万元，工期60天，采

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投标截止日

期为4月25日。

4月8日， 市机关事务局在答疑公示中

把投标截止日期提前到4月22日， 并强调

“招标人不保证最低价中标。”

4月22日，杜鹃绿化项目如期开标，7位

专家评标并未按照惯例在当天公示中标候

选人。网友在信中称，“奇怪的是，第二天（4

月23日），投标报价排名第七的长沙紫薇园

林公司就进场施工了。”

评标过去三天后，杜鹃绿化项目在4月

25日公示中标候选人， 第一名果然是提前

进场施工的紫薇园林公司。

这位网友称， 弃报价更低的六个标不

用， 又允许中标候选人提前进场，“一切都

是一场游戏？”

【说法】 前6个招标人资格不够

长沙市招投标办的负责人解释， 杜鹃

绿化广场项目于4月22日开标评标，接下来

两天是双休日，所以选择在4月25日星期一

公示中标候选人。

“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分预审和后审

两种，杜鹃绿化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招标公

告对投标人资格做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等

7项要求，在资格审查阶段，投标报价排名

前6的投标人被评标委员会认定为废标。”

这名负责人说，“也就是说，这6个标虽

然报价低，但不符合要求。”所以，评标委员

会推荐投标报价排名第7的长沙紫薇园林

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在长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一

间透明玻璃房里摆着几台液晶电脑， 评审

专家由招标人代表点击鼠标启动， 并自动

语音通知专家评审委员。

全省共有一万多名评标专家， 长沙地

区有五千多位，杜鹃绿化项目的7名评标专

家全部从省评标专家库随机抽取，“不存在

有评标专家作弊行为。”

“施工方提前进场，可能是招标人催得

急吧，我们也不清楚。”这位负责人说，得到

评审专家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后， 市机关事

务局应加盖公章交长沙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公示期满才能发放

中标通知书。

【疑点】 双方说法不一

25日， 在长沙市政府门前杜鹃绿化广

场，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黄灿正在工

地里查看进展，他告诉记者，临时围挡是大

院建设指挥部在4月23日晚及25日搭的，

“直到紫薇园林公司拿着中标通知书过来，

我们才知道是他们中了标， 没有提前通知

他们。”

和黄灿所说的不同， 长沙紫薇园林公

司项目负责人却称， 他们是接到前者电话

后方才进场，“招标人提前让我们查勘，我

们才会做准备。”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另一名负责人对记

者说：“不要追究这些细枝末节， 工期只有

60天，我们必须在七一前做完。”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吴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