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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联合市林业局推出“为城市再添一片绿”活动

11日一起去开发区植树吧

本报 3月 3日讯
(见习记者 宿可磊)

随着香港奶粉限购
令的生效，德州不少

“奶爸奶妈”对奶粉是
否涨价产生了担忧。3

日，记者在市区多家
大型超市奶粉销售区
了解到，目前，各品牌
奶粉并未受到影响，
暂未出现涨价潮。

3日上午，记者在
多家超市的奶粉销售
货架上看到，各品牌
的奶粉价格在六十多
元到四五百元之间。

“奶粉没有涨价，跟以
前一样。”在天衢路一
超市销售员告诉记

者，“听说有些城市受
香港“限购令”影响，
致使奶粉价钱上涨，
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接
到涨价通知。”大学路
银座店的销售员也介
绍说，最近的确有不
少年轻父母询问奶粉
涨价的事。该销售员
说：“目前大多牌子的
奶粉都没涨，但据说
完达山袋装改桶装之
后会提价。”

据了解，德州目
前奶粉市场不仅未
受香港奶粉限购影
响出现涨价，一些品
牌的奶粉还在搞促销
活动。

奶粉市场暂未

受“限购令”影响

本报 3月 3日讯
(记者 王乐伟 ) 3

日，记者走访德州多
家金店发现，受金价
下行影响，黄金饰品
价格也较春节期间
有了明显下降，多数
品牌金饰每克跌幅
超15元。

“每克413元，较
春节期间下降了 1 6

元。”3日上午，德百超
市一黄金饰品专柜的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伴随着春节期间国际
金价的大幅下跌，千
足金饰品价 格 也 应
声下跌。而在另一品
牌的黄金饰品专柜，
春节前后千足金饰
品价格为430元/克，
目前已调整为404元
/克。而在一些商场
和金店，由于部分黄
金品牌还有优惠活
动，使得很多黄金首
饰的价格每克跌到了
400元以下。

3日上午，在三八
路的几个黄金饰品专
柜前，市民张女士想
为 母 亲 挑 选“ 妇 女
节”礼物，“找到合适
的款式，价格最近又
下调，既可以做礼物，
又相当于做个小投
资。”张女士说。

湖滨中大道一家
金店的负责人介绍
说，受春节和情人节
的消费刺激，春节前
和情人节出现了一个
买金高峰，“小克重”
的金饰品，较受顾客
的欢迎。而近期金价
的持续下跌，也在一
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
者购买黄金的热情。

德州一家银行的
分析师称，目前很难
确定金价何时能够稳
定回升，黄金牛市的
长期趋势尚未终结，
短期风险仍在。投资
者宜谨慎观望，不要
急于抄底。

金价持续走低

金饰每克跌幅超15元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孙敬

峰 ) 自2月下旬开始，武
城县工商局组织执法人
员，集中开展“红盾护农保
春耕”集中整治月活动，对
辖区农资市场进行集中专
项检查整治。

武城县工商局指导农
村农贸经营门店，与农资
生产企业或经营单位，建
立农资商品销售与农资技
术指导相结合的农资连锁
经营关系，一旦出现农资
质量，实现农资安全责任

可追溯监管；对农资市场
经营主体按诚信经营程
度，进行信用分类监管。同
时，建立农资经营“黑名
单”制度。推行“预防为主，
源头治理，全程监管”的方
法，严格落实“两帐两票一
卡一书一留样”监管制度，
严把农资准入关，严防农
资送“祸”下乡。

目前，该局已建立农
资连锁店143个，检查农资
经营门店216个，查获不合
格化肥4吨，假冒种子56
袋，取缔无照经营5户。

武城>>

建立农资连锁经营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孙婷婷) 28日，记者了解
到，近期德州市工商局出
台了《关于充分发挥工商
行政管理职能促进县域科
学发展的实施意见》。

德州市工商局重点培
育做大县域特色优势产
业。对接全市“10+3”产业，
对13个重点产业企业落地
提供登记注册业务指导。
支持县域特色发展，重点
梳理县域地理标志产品资
源，整合为产业优势，培育
产业集群。支持节能环保、

新一代战略性新兴行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组建企业集
团。

此外，为加快推进“农
超对接”和“万村千乡市场
工程”，培育发展一批专业
市场和特色市场。支持农
产品批发市场引入拍卖、
网上交易等新型交易方
式，引导各类企业发展超
市化经营、物流配送等现
代流通方式。支持各类协
会及行业组织举办展销
会、博览会，促进农村经济
科学发展。

工商>>

为13家企业提供业务指导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史蕊 )

近日，平原县质监局组
织开展了以“还居民清新
居室”为主题的装饰装修
材料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以溶剂型木
器漆、内墙乳胶漆、胶粘
剂、木地板、防火板等产品
为重点，着重查处无生产
许可证、未取得3C认证、标
注净含量与实际不符等违
法行为。

截止目前，平原县质

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1人
次，检查生产企业5家，经
销门店1 4家，建筑工地3
处。检查发现，少数产品存
在质量问题，其中有2家门
店经销的人造板含超标甲
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对消
费者身体健康构成安全隐
患；还有1家企业存在伪造
厂址生产PVC塑料扣板现
象。执法人员对以上违法
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理，有
效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平原>>

开展家装材料专项检查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高德刚
马忠海) 3月3日，记者

从临邑县委宣传部了解
到，临邑县临南镇才庙村
20年来无违法生育，获得
一次性现金奖励5000元。
近年来，临南镇计划生育
工作取得成效，追回超生
外逃人员728人次。

据了解，临邑县临南
镇投资2000余万元，在全
县率先建设了1000余平方
米的计划生育服务站大

楼，并配备了基础设施；在
各村建设了人口学校，在全
镇范围内公开招聘计生工
作人员和村计生专职主任，
为开展计生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人才基础。

近年来，该镇处理相
关责任人58人，发放奖金
20多万元，追回超生外逃
人员728人次，先后荣获

“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乡镇”、“全县计划生育工
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称号。

临邑>>

奖励20年无违法生育村

本报 3月 3日讯
(记者 张晓琳 ) 3

月 3日，德城区丰泽
园 小 区的刘女士拨
打本报热线称，她买
的一箱苹果，纸箱的
夹层里面灌满水泥
浆，光一个纸箱子就
将近4斤重。

“前几天，买了一
箱苹果，回家才发现，
装苹果的箱子，夹层
里灌注了水泥浆，称
了一下光箱子就将近
4斤重。”刘女士说，
“苹果按批发价2 . 5元
/斤，花在箱子上的钱
就接近10元钱。”

德运果品批发市
场专门做苹果批发的
商户王先生说：“苹果
都是论斤卖，整箱要
的话连箱子一起称。”
在水果批发市场，几
乎所有的水果批发商

都是论斤卖、整箱过
秤。“苹果都是外地进
来的，我们进货时也
带着箱子，卖的时候
也是整箱批发。”

苹果批发商陈女
士透露，纸箱子加了
不少重量，往纸箱里
掺水泥的行为其实在
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
了。“进货时，上一环
节批发商都会问，是
要‘水泥纸箱’包装的
苹果，还是要普通包
装的。”陈女士说，为
了增加收益，批发商
往往会要求多掺水
泥，现在苹果进价已
经较高，他们要是再
抬一点价，就很难批
发出去。很多商贩为
了赚钱就平价走货，
他们的利润，就在这
些做了手脚的“水泥
纸箱”上。

苹果“水泥纸箱”

竟重达四斤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郭光普) 春
日迟迟，卉木萋萋。3月初，德州创建园
林城工作再次吹响了创城攻坚的号角。
为配合德州创建园林城工作，本报将联
合德州市林业局组织开展“为城市再添
一片绿”活动，该活动将于3月11日在德
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如果您崇尚
自然，热爱环保，请速速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2600000进行报名，让我们齐心协
力为城市再添一抹绿！

2013年是义务植树活动开展的第
32周年。今年德州市也将全力推进绿化
工作，建设或改造公园绿地46处，提升
改造道路90条，绿化改造200个单位庭
院、99个居住区，建设24个林荫停车场，
实施126处立体绿化。近年来随着政府
对生态、绿化工作的加大投入以及市民
环保意识的增强，德州绿化工作取得很
大进步。林业局工作人员称，希望借着
这次植树活动让更多的市民提高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并落实到实际行动
中，给市民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为城市再添一片绿”活动将在3月
11日(星期一)上午举行，植树现场位
于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傲大道
和北外环交界处附近。本次活动的树
苗和植树工具由德州市林业局负责
提供，有植树意向的市民请拨本报热
线2600000，同时征集相关单位为本
次活动提供车辆。

3月3日，三八东路与晶华大道交叉口，一辆电动汽车与摩托车相撞。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会 摄影报道小车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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