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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19 日讯(记

者 孙翔)19 日是第一个

“中国旅游日”，潍坊不少
景区都推出了优惠活动，

但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天

到景区游玩的游客并没有

因此增多，几乎与平时无

异。

19 日，记者在金宝乐

园看到，有三三两两的游

客在乐园内游玩，并没有

出现人头攒动的景象。由

于当天乐园门票实行半价

优惠，工作人员曾预计游

客大幅增加。金宝乐园经

理孙连杰表示，从当天的

游客人数来看，与平时相
比没什么区别，看不出增

多来。

同样实行半价优惠的

杨家埠民俗大观园的情况

也与此类似。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当天的客流

量大概五六百人，只达到

了周末的三分之一，与平

时无异。其它有优惠的景

点也未迎来火爆局面。

孙连杰认为，由于当

天不是周末，大部分人都

在上班，虽然景点推出了

很多优惠，对游客的带动

仍然十分有限。在一家房
地产企业上班的黄先生表

示，看着不少景区推出了

优惠，他很想带着孩子去

玩，但是当天上班让他脱
不开身。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旅行社发现，很少有旅

行社推出优惠线路。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旅

游日”不放假，报名方面

人数也没有增加。

有市民表示，当天不
放假，多数上班族只能望

优惠而兴叹。另外，对于

一些酒店推出的优惠，也
有 市 民 质 疑 是 “ 走 过

场”，因为酒店推出的多

是客房优惠，没有考虑到

大多数市民的需求。一位

业内人士则认为，“中国

旅游日”的设立可能更多

的意义在于倡导旅游意

识，至于景区、旅行社和

酒店的优惠活动只是国家

旅游局的一种倡议，景区

等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出台优惠也无可厚非。

首个“旅游日”景区未现客涌
优惠有了却脱不开身，不放假让市民很纠结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者 庄文石)在寒亭区

创业的人员，有望得到最

直接的实惠了。19 日，记者

从寒亭区就业办了解到，

今年寒亭区为创业人员推
出“两补”政策，对于就业
困难群体与家庭困难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将补
贴租赁场地租金的 20%，

此外，所有创业人员均可

享受最高 5000 元的一次
性创业补贴。

据了解，自今年起潍

坊市寒亭区在落实创业就

业扶持政策上推出了“两

补”政策，鼓励扶持自主创
业。对就业困难群体和家

庭困难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需租赁场地经营的，可

按年租金的 20% 给予最高
1 万元的一次性经营场地

租赁补贴。

区人社局、财政局还联

合制定了《关于寒亭区一次
性创业补贴发放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根据文件中

规定，寒亭区的自主创业人

员，可以享受最高 5000 元

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34 岁的潍坊圣海创业

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

琪告诉记者，去年他的项
目急需资金，在寒亭团委

的帮助下，得到了“青春励

志”青年创业专项基金 150

万元的信贷支持，项目才
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寒亭区还开通了

大学创业投资热线和“绿色

通道”，放宽了大学生创业

的准入条件，出台了包括小

额担保贷款、财政奖补、税

费优惠、工商注册、创业环

境在内的“5 大项 19 小项”

的创业援助政策，截至目

前，寒亭区投资 1 . 2 亿元的

大学生创业园已经建成。

寒亭给自主创业者发补贴
租场地补 10000 元 启动资金补 5000 元

注：请业务双方妥善检验好
对方的有效证件，本版广告不作
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寇建凤丢失毕业证，号码：

512865201006060146，特此声明。

郭燕娜丢失电大毕业证，号码：

511615200806139861，特此声明。

王金良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70219791018511X，特此声明。

王金良丢失驾驶证，号码：

37070219791018511X，特此声明。

孙培勇丢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370722730510055G0，声明作废。

青州天运化工有限公司丢失银行

贷款卡，卡号： 3707810000070776，声明

作废。

胡姗姗丢失保险展业证，证号：

02000137070080002010023682，声明作废。

安丘市永大轿车修理厂丢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370784329016829，

声明作废。

马昌武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783198311062938，特此声明。

孙秀梅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783197310060223，特此声明。

黄建义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728196305280214，特此声明。

黄雷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705198703260010，特此声明。

临朐县立红废旧金属收购站丢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370724600032112，声明作废。

潍坊睿成广告有限公司丢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37070200010585，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潍坊北海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 370700228076880，因被依

法吊销，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潍坊世纪创恒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 370700200012898，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100 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先生

13225369990
13001537880

实力媒体 更专业优惠
欢迎新老客户及

业务相关单位来电洽谈

遗失声明

中缝广告订版热线

公告声明

IQ测试推理答案：

黄房子：挪威人----矿泉水---

-DUNHILL烟----猫

蓝房子：丹麦人---茶-----混

合烟---马

红房子：英国人----牛奶----

-PALL MALL烟------鸟

绿房子：德国人---咖啡-----

PRINCE烟------鱼

白房子：瑞典人---啤酒----

BLUE MASTER烟---狗

西红柿放十天体内生嫩芽
专家表示：这是正常现象，为确保安全建议不要食用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者 于潇潇)见多了土
豆发芽，您听说过西红柿
也能发芽吗？这样的怪事
儿最近就发生在奎文区张

女士的家里。19 日记者从
潍坊市农科院了解到，西

红柿生芽属于正常现象，

但为了确保安全还是不要

食用为好。

大约十天前，张女士从
附近的超市买了四个西红

柿回家。西红柿表面光鲜亮

丽，与正常西红柿没有两

样。当天晚上，张女士做菜
吃掉了三个，剩下一个没

吃，就放到了厨房的窗台

上。

5 月 17 日下午，张女

士晚饭时想做个汤，就把

西红柿拿了过来，想先把

皮剥下来。结果刚一剥皮，

没想到连带着掉下一大块

果肉，而更让她惊讶的是，

露出的西红柿果肉里面居

然长了七八根弯弯曲曲的

绿色嫩芽。张女士从来没

见过这种情况，顿时感到

一阵恶心。

担心之余，张女士将

西红柿保鲜封存，希望有

内行能解释一下。第二天

一早，她带着发芽的西红

柿到了办公室，同事们也

纷纷表示没有见过这种情

况。“会不会是用了什么

药，导致里面发生了异

变？”带着疑问，张女士联

系了本报记者。

记者随后联系了潍坊

市农科院一位专家，他告

诉记者，西红柿长芽虽较

为罕见，但仍是一种正常

现象，按种子的发芽规律

是可以解释的。这种情况

一般是西红柿放置时间过
久，里面的种子具备了生
芽的基本条件所致。西红

柿内部水分很充足，久放

后种子度过了足够的休眠

期，种子的胚乳为其发芽
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再加

上有少量阳光透入，而现

在的温度又较为适宜，就

会引起发芽。

而种西红柿长达十年

的菜农老杨也告诉记者，

在西红柿运送过程中如果
发生挤压或者碰撞，有空

气进入，西红柿也有可能

发芽。平时摔破在地上的

西红柿就可能会出现内部
发芽的情况。

那么发芽的西红柿还

能不能食用呢？对此专家表

示，西红柿发芽后其内在营

养物质会发生一定变化，是
否有毒还不能确定，为确保

安全，建议市民不要食用。

发芽的西红柿。（图由当事人张女士提供）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

者 张焜) 两名快递公司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

法占有快递物品(本报 3 月
8 日 C10 版报道)，19 日，从

奎文法院了解到，两“内鬼”

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

今年 3 月 7 日，24 岁

的石某与 37 岁的钱某被带

上了奎文法院刑事审判庭。

检察机关公诉称，两人利用

在潍坊某快递公司工作的

职务便利，采用不扫描邮包

编码、中途卸货的手段，将

快递公司运输的快递物品

占为己有，其中包括茶叶、

皮衣、香烟以及手镯。

19 日，记者从法院了

解到，法院现已经查明，石
某在快递公司负责对本单

位运出货物编码的扫描，石
某则从事快递公司包裹的

运输。从 2010 年 8 月至 10

月间，两人结伙盗窃了价值

3 .5 万多元的财物，此外，石

某还单独作案 1 起。

据快递公司负责人介

绍，快递公司丢失了货物
后，工作人员发现整个接受

投递过程都有监控，只有装

车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就

对石某产生了怀疑，并随即

在其宿舍内找到了被盗的

一件货物。而快递的皮衣丢

失后，通过监控录像发现，

货车司机把一箱货物搬上
车，却没有扫描纪录，就产
生了怀疑。

法院认为，石某和钱某

互相勾结，利用职务便利窃

取中转邮递物品，行为已经

构成职务侵占罪，鉴于二人

认罪态度较好，赃物全部追

缴，均可酌情从轻处罚，遂

做出了上述判决。

快递公司出现两个“内鬼”

非法占有 3 . 5 万元财物，获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