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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必读

苹果比去年贵了5毛

梨和柑橘价格没大变

本报聊城10月19日讯(记

者 李怀磊) 18日，记者从
鲁西水果批发大市场和超市

了解到，受市场供应量减少
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苹果

价格贵了0.5元左右，目前普
通苹果的价格在1.8元/斤以

上，好苹果的价格卖到4元左

右一斤。

“今年苹果上市量少，

一斤比去年贵了5毛到1块

钱。”18日上午，在鲁西水果

批发市场，果商扈先生介

绍，去年这个时候，普通苹

果的批发价是1元左右一

斤，今年是1 . 5元左右一斤，

好的苹果批发价则涨到了3

块钱以上，去年也只有2块

多钱一斤。在柳园路与振兴

路十字路口一家超市内，成

色较差的苹果是1 . 79元/

斤，较好的富士苹果卖到了

3 .99元/斤。

另外记者调查了解到，

梨、普通柑橘的价格同往年

同期相比变化不大。目前梨

和柑橘的批发价格分别在

0 .6元/斤和0 .7元/斤左右。

记者从聊城市气象台了解到，20日

起，天气逐渐晴好，早晨气温较低，连续三

天有晨雾。

气象台预报员介绍，20-22日，天气转

好，北风逐渐转为南风，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有所回升。专家提醒，早晨气温仍

然较低，连续三天有雾，提醒市民外出注意
添衣保暖和行车安全。23日起，受一股较小

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新一轮下降。

具体预报如下：19日夜间到20日，多云

转晴，北风转南风2～3级，7～18℃；20日-

21日，晴间多云，南风2～3级，8～20℃；21

日-22日，晴，南风2～3级，10～22℃。

(韩凤君 谢晓丽)

山东其他城市天气情况：

滨州 雾转多云，8～16℃ 东北转

静风3～4级转静风

东营 阴转多云，11～17℃ 东北

风3～4级

济南 多云，9～16℃ 东北风转东

南风1～2级

德州 雾转多云，7～14℃ 静风

泰安 多云，10～19℃ 北风1～2级

莱芜 多云转晴，10～18℃ 北风

静转3～4级

菏泽 多云，8～15℃ 东北风1～2

级

枣庄 多云，13～22℃ 静风

济宁 多云转晴，10～19℃ 北风

1～2级

临沂 多云，13～21℃ 北转东风

1～2级

日照 晴转多云，13～19℃ 东北

风转东风4～5级转3～4级

青岛 多云转晴，13～19℃ 东北

风3～4级

烟台 多云转晴，10～17℃ 东北

风3～4级

威海 多云转晴，11～16℃ 北风4

～5级

潍坊 多云，11～19℃ 北风3～4级

淄博 多云，8～17℃ 东风1～2级

连续三天有晨雾

气温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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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资讯：10月20日
即日起，本报开通“开心换物”热线，若

您家里有闲置的物品，可拨打本报热线
8 4 5 1 2 3 4 或 登 录 本 报 论 坛 h t t p ：/ /

bbs.qlwb.com.cn留言，发布您的换物信息。

宝贝信息：

内存为512MB的MP3

读者陌上花开有一个9成新MP3，想换

内存为8G的二手移动硬盘。

8成新自行车

市民谢女士有3辆8成新自行车欲换电

脑桌等生活用品。一辆为银白色进口变速

车，另外两辆分别为黑色和蓝色车。

9成新电风扇
市民毛豆豆有两个9成新电风扇，黑色，今

年夏天购买，基本未用。想换同等价值电暖风。

2米长旧鱼缸

市民李先生有长2米宽40厘米的旧鱼

缸一个，欲换书架、电视柜等物品，非诚勿

扰。 (陈洋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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