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编辑：王敏 美编/组版：孙雪娇 C05今日威海

本报威海3月8日讯(记者
侯书楠) 近日，不少出租

司机抱怨，不到一个月，车用
液化气价格已经连续涨了几
次价，达到4 . 2元/升。一天一
个价，这让司机师傅感到压
力倍增，而不少液化气公司
对此也很无奈，“出厂价格大
幅上涨，不得不提价。”

7日，出租车司机刘师傅
称，最近一段时间车用液化
气价格不断上涨，最近几个
礼拜已经从3 . 5元/升飙至4 . 2

元/升，0 . 7元/升的涨幅远高
于0 . 2元/升的汽油涨幅，这种
情形以前十分罕见，“我每天
早上去加气，发现价格都不
一样。但是问涨价原因，工作
人员也说不清。”

目前，全市出租车已经
全部实现“油改气”工程，除
了启动引擎使用汽油外，汽
车行驶过程使用的都是液化
气或天然气。本来使用车用
气，运输成本比烧汽油便宜
许多，但是现在如此大幅涨

液化气价格，让许多司机感
到难以承受。

一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的车
连白班和夜班一天得跑450公
里，正好能用完一罐液化气。
而一罐液化气差不多40升，每
天都要加满。这样一算，每天
的运输成本增加了近30元，相
当于每天少拉了4趟车。”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
大大小小加气站有20多个，
多为个体经营，一家涨价，多

家联动。5日价格还在 4元 /

升，记者 7日从加气站则看
到，液化气价格涨到4 . 1元/升
到4 . 2元/升之间。

对此，车用液化气公司
也是大倒苦水。威海市液化
气有限公司销售部的工作人
员介绍，市区液化气主要来
自东营、青岛、龙口、淄博等
盛产液化气的城市，“最近国
外液化气和原油价格比较
贵，影响了国内南方市场。目
前北方液化气整体价格低于

南方，最近他们瞄准了北方
的液化气，造成了这边的供
应紧张。出厂价格每天都要
大幅上涨，我们也只能相应
调整。”

据其介绍，现在天然气出
厂价为7500元/吨，而且还在以
每天200元/吨左右的幅度上
涨，加上运输成本等，目前市
价涨幅依然低于成本价涨幅。

“再这样下去，我们也要亏本
了！”该工作人员说道。

车用天然气燃料最近则

并没有出现涨价情况，一直
维持在3 . 98元/升。不过，一位
加气站的工作人员透露，天
然气最近也在酝酿涨价，至
于何时还没有定下来。

对此，威海市物价局政
策法规科工作人员介绍，车
用液化气价格目前属于市场
调节价，即由经营者自主定
价，除非出现不合理价格，否
则不会干预。而车用天然气
则执行政府定价，所以相对
稳定。

不到一个月，每升涨了0 . 7元
这让不少开液化气车的司机师傅大感吃不消

一斤葱4 . 5元，
饭店改用洋葱
文/片 本报记者 王震

价格回落得等半个月

超市内大葱的标价为4 .5元
一斤，鸡蛋的价格为3 . 25元一
斤，鸡蛋一直落价，葱价却一直
往上涨。王先生看到超市的价
格后转身走到附近的小蔬菜商
店，不料小蔬菜店内的大葱售
价也是4 . 5元。王先生说：“平时
小蔬菜店卖的蔬菜能比超市便
宜点，怎么现在也这么贵了？”

威海市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做大葱生意的林女士告诉
记者：“去年大葱最高价格还
不到2元一斤，今年主要是本
地大葱还没有上市，而外地大
葱供不应求。本地大葱由于天
气寒生长速度慢，再等上半个
多月才能上市，市民就能吃上
便宜的大葱了。”

市场上的葱多是外地的

记者来到寨子农贸批发

市场，以往常见的成堆的大葱
不见了，如今都是成堆的洋葱
和土豆。

大葱批发商李女士告诉
记者：“市场内的大葱现在大
多是从南方运来的，上海和杭
州是主要批发地，现在全国都
去那批发大葱。”

据李女士介绍，市场内
“毛葱”批发价格为2 . 5元一
斤，净葱3 . 2元一斤，现在南方
是批发大葱的主要市场，由于
近几天南方是阴雨天气，地里
的葱都不好收，批发价格就会
升高。

从南方批发过来的大葱
都是比较潮湿的，来到这边干
了之后会掉重量，价格也会因
此升高。

李女士说：“她现在一般
五六天能去批一次大葱，一次
大概批发30吨，一多周的时间
才能卖完，以前三四天就能去
一趟也是30多吨，4天左右就
能卖完。”

不少饭店改用洋葱

批发市场上除了外地的
大葱之外还有本地的小葱，小
葱的价格在2元一斤左右。由
于小葱上不了餐桌，一些大酒
店和饭店只能购买高价大葱。

纪念路一家饭店的老板
说，他家以前的葱花鸡蛋是12

元一盘，现在葱价这么高，如
果有人点葱花鸡蛋，他们只能
说没有葱了，不然得赔钱。以
前都是成捆的批葱，现在为了
节省都是零买。该老板说：“我
一个月前批的葱是 1 . 5元一
斤，今天去问是3 . 2元。”

在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
一辆载着重40吨的洋葱大卡
车在卸成包的洋葱，批发商告
诉记者：“现在洋葱的批发价
格在3毛多钱一斤，为了解决
成本，有不少饭店也使用洋葱
代替大葱，把洋葱切碎了一起
用，洋葱的销量也因此增加。”

3月8日，记者来到
寨子农贸批发市场看
到大葱价格已经飙升
到4 . 5元一斤，而去年
大葱最高价格还不到
2元一斤。有的酒店为
省钱少买葱或者选择
葱头来当代替品。批
发商说，要吃便宜大
葱还得等半个月。

葱葱价价涨涨到到了了44 .. 55元元一一斤斤。。

本报威海3月8日讯
(记者 冯砚农 通讯员

王晓艳 ) “到澡堂泡
澡，出来鞋竟然不见了，
只好等家人送鞋来。”近
日，荣成市民张女士到市
区的一家洗浴中心洗浴，
结果却遇到这样一件烦
心事。

据张女士介绍，她和
丈夫近日一起到荣成市
区的一家洗浴中心泡澡。
在一楼大厅办好洗浴手
续后，按照洗浴中心的要
求，二人将鞋交由服务人
员寄存保管。

张女士洗完澡后到
一楼大厅去取鞋，结果发
现服务员取出来的鞋根
本不是自己的。张女士随
即要求通过洗浴中心的

监控录像，查看到底是谁
穿走了自己的鞋。由于监
控并不清晰，最后也没能
查出结果。

见实在找不到张女
士的鞋子，洗浴中心的工
作人员便提出让张先穿
着别人撂下的鞋，等找到
她的鞋后，再过来换鞋。

“不是自己的鞋怎么能乱
穿呢，万一有传染病怎么
办？”张女士拒绝了工作
人员的要求，只得让丈夫
回家为自己取鞋，并要求
洗浴中心对自己丢失的
鞋子做出赔偿。

张女士称，她的鞋是
春节前花 8 0 0元钱购买
的，穿了没有几天，要求
洗浴中心按照原价进行
赔偿。但由于是张女士无

法提供购物凭证等有效
证据，证明她到底花了多
少钱买的鞋，洗浴中心没
有认同张女士的索赔额
度。双方就赔偿额度始终
无法达成一致，张女士最
后将此事投诉到荣成市
消协。

消协的工作人员接
到投诉后，就张女士投诉
反映的情况向洗浴中心
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
证实张女士投诉反映情
况属实。按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消协的工作人员认为洗
浴中心对张女士寄存的
物品负保管义务。

经调解，洗浴中心一
次性赔偿张女士经济损
失500元。

本报威海3月8日讯
(记者 刘洁 通讯员
战赢) 8日，记者从威海
市教育局招考办中招科
了解到，威海市 2 0 1 2年
初中学业考试办法已经
出台。

按照计划，今年的初
中学业考试科目分考试
科目和考查科目两部分。
考试科目包括11科，共计
880分。其中，语文、思想
品德、物理、数学、化学、
英语、历史、生物学、地理

等学科考试时间为6月12

日至14日；信息技术学科
统一参加山东省信息技
术等级考试，原则上于4

月30日以前完成；体育与
健康考试工作须于5月20

日前完成。
考查科目设生物学

实验技能、物理实验技
能、化学实验技能和英语
口语交际能力4科，成绩
分为A、B、C、D四个等级，
由各市区自行命题，自行
组织实施，考查工作须于

5月20日前完成。
与往年不同的是，

威海市今年强化了基础
性发展目标评价。初四
学生基础性发展目标评
价由各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组织初中学校进行，4

年六维度分项总等级和
综合总等级评定在 4月
13日前完成。市内4区于
4月 2 0日前将结果分别
报威海市招生考试办公
室和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

泡完澡，鞋不见了
消协：商家保管不当承担赔偿责任

威海市2012年初中学业考试办法出台

考试11科目，共计8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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