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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行不回收，小店出价低，拍卖行要求高

钻石变现咋就这么难?
本报 1 2月 6日讯 (记者

何泉峰) 钻石作为稀有

矿石，价格很少下跌，并以

一定幅度保持增长，钻石
投资逐渐成为居民手中新

的投资品。然而相比黄金，

钻石变现的渠道就显得较

为狭窄。近日，市民蒋女士
想 把 手 里 的 钻 石 项 链 变

现，却遇到了困难，最终也

没变现成功。6 日，记者走

访发现，多家金行和钻石
专柜都没有开设钻石回购

业务。

市民蒋女士去年从福莱

金店购买了一款镶有1克拉

钻石的铂金项链，花了2万多

元。最近，拿着一条黄金项链

和钻石项链去市区金店变

现，没想到，黄金项链给回收
了，钻石项链却被拒绝。随

后，她又去了多家经营钻石

的商店，均遭拒绝。

6日上午 11点，记者来

到福莱金店，就此事咨询

了经理苏明雪。“黄金能够

变现畅通，是因为黄金不
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

有一个统一的价格体系。

有 了 这 个 统 一 的 价 格 体

系，金店在对外销售和回

收时就有一个衡量标准。

然而钻石目前没有这种标

准体系，我们和顾客都不
能明确了解回购的价位。

就算我们回购了，一些厂
家也不会要。据我了解，整
个烟台市没有一家回购钻

石的金店。”苏明雪告诉记

者，在福莱金店，钻石只能

以旧换新，以小换大，根据

购买时的价格进行同等及

以上价位的新品置换。

随后，记者走访了真

优美金店、鑫荟金行、金伯
利钻石、周大生珠宝、名钻

行等商家以及商厦里多家

经营钻石的专柜发现，都

不对钻石进行回购，大部
分商家只有钻石以旧换新

业务。

难道就没有钻石变现

的地方？下午 3点，记者来

到西大街上的一家挂着回

收黄金、铂金广告牌的小

店，“ 2 万多元的钻石项链

回收后价格只有 3000元左

右。”店铺老板告诉记者。

对面一家典当行只收克拉

钻，尺寸在 20分左右，当价

是原价的1折。

随后，记者联系了烟台

拍卖行公司，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拍卖要交2000多

元的公告费和5%的手续费，

一般都是克拉钻。

“放心肉”服务系统

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

本报 12月 6日讯 (记者 何

泉峰) 6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

悉，肉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

统自8月份开始建设以来，已经

覆盖了5个重点生猪屠宰企业、9

个农贸市场、22个超市和200多

个连锁店，并向市区1000多个经

营业户核发了实名制肉品流通

信息卡。目前，“放心肉”服务体

系一期工程建设完毕，追溯系统

已投入使用。

可追溯系统采用B/S结合C/S

的方式，借助非接触式IC卡、标签

电子秤、互联网、全市统一编码等

技术，实现“从养殖到餐桌”全程

的正向跟踪、逆向溯源目的，整个

系统由生猪屠宰信息追溯系统、

入市查验换证点信息追溯系统、

大卖场信息追溯系统、集贸市场

信息追溯系统和1个市级监控数

据中心五部分组成。

另外，针对生猪屠宰企业生产

经营行为多在夜间，与正常监管工

作时间相比存在监管盲点的问题，

市商务局在8家规模屠宰企业安

装了监控终端，通过对进查验、宰

前停食静养、同步检疫检验、无害

化处理、肉品出厂5个环节实行全

程监控。“可追溯系统与监控终端

的使用将进一步提高生猪监管工

作，规范猪肉流通秩序，强化生猪

屠宰、肉品批发配送、零售、企业团

体采购的肉品质量安全信息管

理。”市场运行与秩序科李科长告

诉记者。

“放心肉”服务体系要求肉

品经营业户必须实行挂牌销售，

并且出具“一卡二证”(肉品流通

信息 I C卡、动物产品检疫合格

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对缺

少“一卡二证”、假冒伪劣、不按

要求使用追溯电子秤等行为经

营业户，消费者发现后可以拨打

12312举报投诉电话。“追溯电子

秤会在消费者购买肉品时自动

出具消费凭证，消费者一定要及

时向经营者索要消费凭证，切实

保护自身利益。”

既能养海蛎子，又能磨成饲料

以前要扔的扇贝壳如今变废为宝
本报 12月 6日讯 (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张宇) “这整车
的扇贝壳是要运到哪里去？难

倒还有用？”5 日，在芝罘区西
口，专程来此买海鲜的赵先生
疑惑地问道。正忙着收扇贝壳

的夏永平告诉他，“别小看这些

扇贝壳，既能养海蛎子，又能磨

饲料……能卖不少钱呢！”

“今年的海比较肥，饵料

多，扇贝长势非常好，价格也不
错。而且，这扇贝壳也有人专门

收购。”56岁的夏永平这样说。

记者了解到，西口村产生
的扇贝壳，有的被附近村的渔

民买去养海蛎子，有的被买走

加工磨成粉做饲料。

根据用处不同，扇贝壳的

价格从每车几百元至上千元不
等。按照夏永平家有 4 0亩扇贝

计算，扇贝壳可以带来近万元

的收入。

记者跟随一辆装满扇贝壳

的小货车，来到幸福九村。扇贝

壳的买主孟女士告诉记者，扇
贝壳上有海蛎子苗，分拣出来

就能放到海里养，“不用专门去

买海蛎苗了。”

“ 这 一 车 扇 贝 壳 一 千 多

元。”孟女士一边和雇工一起分

拣刚刚送来的扇贝壳，一边说，

“比起专门买海蛎子苗，还是便

宜不少，养殖成本能低一些。”

另外，记者了解到，在烟台

扇贝主产区莱州，大量扇贝壳

被加工成饲料销往外地。扇贝

粉富含碳酸钙和畜禽体内所需

的微量元素，因此很受鸡鸭养
殖户的青睐。

“加工成的扇贝粉销往上
海、湖北等地，只要能加工出

来，就不愁销路。”莱州市金城

镇加工贝壳的王老板告诉记

者，现在扇贝粉每吨售价 1 7 0

元，价格是几年来最高的。

王老板的加工厂每年能够
加工扇贝粉一千多吨，金城镇

另外还有3家小型加工厂，基本

能消化金城镇产生的扇贝壳。

“以前，扇贝养殖户剖丁之

后就把扇贝壳扔了，有人要就

可以免费拉走。最近几年，扇贝

壳也成了增收项目，一拖拉机

扇贝壳40多块钱。”金城镇渔业

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两

吨扇贝能产生一吨扇贝壳，在

金城镇，扇贝壳全部回收加工

成饲料，“不但渔民收入增加

了，环境也得到了保护，真是一

举两得的好事。”

物价上涨，在学校食堂就餐比外面一月能省300元

大学食堂饭菜价廉遭“蹭”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孙芳芳

随着物价上涨，靠工资过日子的打工
者不得不想尽办法“节流”。在高校这块

“宝地”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开始动起大学
食堂的脑筋，白领、建筑工人纷纷涌到大

学食堂解决用餐问题。面对“蹭”食堂就餐
的外来人员，大学食堂管理者赶也不是，

留也不是，陷入两难境地。

方便实惠

一月下来能省300元

“食堂里的饭便宜很多，你看我这一

份红烧鸡块盖饭才6块钱，里面鸡肉很

多，还有蔬菜，真是物超所值。”6日中午，

正在烟台大学南校区第十餐厅就餐的建

筑工人张先生告诉记者，之前他中午下班

后去吃快餐，要花十块钱左右，后来听说

学校食堂比较便宜，又是对外开放的，于

是他就“转战”高校食堂，“一个月下来能

省三百多元”。

还有不少蹭食堂的上班族是冲高
校食堂丰富的菜色去的。“平时单位
里不提供午餐，周围的小饭馆价又

高，还不如来食堂实惠。”在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上班的孙女士告诉记者，她

跟同事都习惯中午来大学食堂就餐，

“这边菜的花样挺多，而且离得也近，

就图个方便”。

除了“蹭饭”外，还有从食堂打包

回去的。“我们俩每月工资加起来大约
5000元左右，现在物价这么高，老感觉

钱不够花，能省就省。”今年 28岁的李

女士和丈夫都在附近的机械厂上班，

每天下班后她和丈夫轮流到食堂打

饭，买好快餐后再乘车回家。

赶也不是，留也不是

压力不小

为保安全

保安、监控探头齐上阵

既然不能完全杜绝外来人员来

校进餐，那么校方如何保证食堂正

常的用餐秩序不遭破坏？

“每天早、中、晚进餐期间，我
们都会安排保安进行巡逻，防止安

全事故和冲突的发生。”孔经理告诉

记者，食堂方面安排了5位保安进

行安全管理。

另外，食堂正准备安装探头对

食堂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监控。“今年

寒假的时候将在食堂内安装10个左

右的探头，这样食堂里一有什么状

况，我们就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

孔经理表示，外来人员大量进校用

餐已经引起食堂管理方的关注，“我
们将进一步加强管理，防止安全事
故发生。”

“外面市场上的饭菜价格一直在涨，

但我们食堂的价格一直没涨，很多过来蹭
饭的上班族看中的就是我们食堂饭菜便

宜的价格。”6日上午，烟台大学南校区第

十餐厅负责人孔经理告诉记者，上班族到

食堂吃饭可以节约生活成本，但同时也给
食堂管理带来不小压力。

“外来人员频繁出入校园，我们肯定

会考虑到安全问题。”孔经理表示，作为食
堂管理方，最担心的就是外来就餐人员跟
学生发生冲突。

“压力虽然有，但食堂也不好加以拒

绝。”孔经理表示，“蹭饭”现象是高物价催

生的产物，不能过多谴责。学校周围就餐

的地方本来就少，“如果强制性禁止外来

人员入校进餐就显得不太人性化。而且学
校周围入口比较多，如果在每个入口都安

排人员把守，也会耗费不少人力物力。”

那么，外来人员“蹭”大学食堂，会不

会影响到学生的正常进餐？孔经理表示，

一般不会耽误学生进餐。“这些上班族一

般都是中午过来吃饭，而我们南校区的学
生上午都在北校区上课，中午赶回南校区

吃饭的很少，这样就把时间给错开了。”

◎如何解决◎

上班族 食堂管理方

6日中午11时左右，不少附近单位职工正在烟

大南校区第十餐厅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