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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节到来整蛊玩具热卖
购买者中有许多小学生，商家称洋节礼物比传统节日礼物受青睐

蔬菜上市量增多

价格有小幅下降

本报4月1日讯(通讯
员 段兴霖 刘大魁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衣丽) 1日，记者从槐荫
工商分局红盾信息网站
获悉，随着本周气温回升
明显，省城蔬菜上市量及
上市品种日益增多，蔬菜
每公斤平均批发价格较
上周同期下降了3 . 74%。

从重点监测的40余
种蔬菜价格来看，黄瓜价
格持续走低，现每公斤4

元，较上周下降15%；芸
豆现每公斤7元，较上周
下降20%；豆角现每公斤6

元，较上周下降25%；芹
菜现每公斤1元，较上周
下降25%。此外，青州白
菜上市，价格在每公斤2

元，普通白菜每公斤1元；

其他蔬菜价格较上周未
出现波动。

据山东匡山农产品
综合交易市场菜商何先
生介绍，黄瓜、芹菜价格
持续下降与天气转暖、上
市量增加有关，芹菜与去
年相比，价格出现大幅缩
水，是因为去年同期芹菜
价格较高，不少菜农增加
了种植面积，致使从去年
10月份开始，芹菜价格一
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匡山农产品综合交
易市场分析师孙玉勇介
绍，随着春季的到来，下
周济南气温会持续回升，
良好的天气有利于蔬菜
的生长，“预计下周蔬菜
价格会持续下降，但下降
幅度不会太大”。

洗车预付卡未用完

洗车店就换了老板

本报4月1日讯(通讯
员 李雷雷 段兴霖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衣丽) 1日，槐荫工商分
局接到投诉，有消费者反
映洗车预付卡不能正常
使用。据此，槐荫工商分
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办理
洗车、护车等预付卡要到
正规洗车店，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市民宋女士在单位附
近一家洗车店办理了一张
200元的洗车卡，可以洗车
七次。她接连使用过几
次 ，感 觉 服 务 周 到 细
心。1日，宋女士开着爱
车到该店洗车时，却被
告 知 该 洗 车 卡 已 经 无
效，不能再用。宋女士
很纳闷，办的洗车卡可
以使用七次，才用过三
次 怎 么 就 不 能 继 续 用
了呢？于是拨打12315投
诉电话反映情况。经槐荫

工商分局营市街工商所了
解情况，洗车店已经转让
他人，重新办理了个体营
业执照，原负责人已经联
系不上了。现经营者与原
负责人之间并没有就洗车
卡的情况进行说明，现在
消费者找上门要求免费洗
车，洗车行老板李先生也
觉得很委屈。

据营市街工商所所
长于华建介绍，由于该洗
车店的经营性质是个体
工商户，负责人变更后已
经形成新的经济主体，与
原主体之间不存在权利义
务的继承问题。据此，于华
建提醒广大车友，在办理
充值卡或者会员卡时，一
定要选择正规大型洗车
店，并详细了解其信用和
经营情况，同时，不要选
择预付款数额过多、时间
过长的服务项目，并保留
原始发票等。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陈玮 刘红
杰 实习生 衣丽 齐兴) 4月1日是
西方的愚人节，搞怪整蛊的玩具迎来了
节日市场，销量飙升。不少店主表示，每
到洋节相应的玩具格外好卖。相比洋节
玩具的热销，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
日礼物却成了压货品。

1日中午，在解放路一小附近的文
具店，不少学生聚集在整人玩具专门区
域进行挑选。有“带电的口香糖”“带电
的钢笔”“吓一跳万宝盒”“摔不碎的鸡
蛋”等新奇搞怪的玩具。碰一下“带电的
口香糖”“带电的钢笔”，手上有种麻麻
的感觉；开启“吓一跳万宝盒”的盒盖，
就会突然蹦出一个披头散发、张牙舞爪

的骷髅头。店主说，整人玩具最近卖得
很好，来购买的多是学生。

“尤其是圣诞节、万圣节，礼物卖得
特别好，圣诞老人的音乐玩偶一天就卖
光了。”经五路小学附近一家商店店主
说，到了父亲节、母亲节，一些贺卡鲜花
都不够卖，有的小学生一次就买上百元
的东西。

相比洋节礼物的热销，传统节日的
礼物显得较为“惨淡”。在西市场一家儿
童玩具专卖店，记者看到店的角落里堆
着一摞蛇年贴画，店主说，中秋节前进
的小灯笼，到了快过年了才卖出去，而
万圣节的一些“血手掌”“披风”很快就
能脱销。

不少学生表示，比起传统节日，自
己更喜欢过洋节。“愚人节可以相互逗
趣，在这一天说谎话可以不受惩罚，像
是圣诞节，可以在袜子里放圣诞老人、
铃铛送给同学们。”济南四十六中初一
学生吴怡菲说，“想起中秋节、元宵节就
比较沉闷、古板，缺少欢乐的气氛，我更
喜欢过有激情和幽默开放元素的节
日。”

历下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李颖
表示，洋节盛行的一个原因可能跟学
生的心态有关，很多学生现在崇尚追
赶潮流追逐时尚，此外，西方的节日
更加洋气搞怪幽默，也适合一些孩子
的性格，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1日，走访了泉城数家礼品店以及
学校周边的文具玩具店，发现整蛊玩
具虽五花八门，但多数为“三无产品”，
存在安全隐患。

市面上的整蛊产品主要有“整
人 吓 一 跳 骷 髅 头 ”、“ 吓 一 跳 万 宝
盒”、“带电的口香糖”、“带电的钢
笔”、“带电的弹簧”等类型的玩具，

记者发现这些玩具的包装上没有生
产地址、生产厂家以及联系方式，全
是英文标识。

当问及这些玩具的具体原料成
分时，店主也无法解释。其中一些玩
具多带电，也没有警示标志，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衣丽

格相关链接

愚人节整蛊玩具

多是“三无”产品

▲在解放路一小附近一家文具店内，几名小学生正在选购愚人节玩具。 实习生 衣丽 摄

发“割腕”图片，愚人玩笑开大了
一个是恶作剧，一个是转发图片，结果都惊动了警方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倩 赵伟
实习生 刘霄) 4月1日是西方的

愚人节，很多人想尽办法去整蛊身边的
朋友，但就有网友开玩笑过了度，在网
上开玩笑发布“自杀”的消息想引起朋
友关注，没想到却引发了全城网友的关
注，济南公安也出动警力进行核实参与
救助。

1日上午 1 1点多钟，名为“渔夫
养的小猪”的网友在其新浪微博发
布了一条微博称：“亲爱的朋友们，
我走了，压力太大，欠你们的来世再
还……”在微博中，这名网友还上传
了一张腕部被割伤后流血的照片。
此微博发出之后，在网上被迅速转
发、评论，其中还有网友直接将微博
@给济南公安，希望公安民警能救下
这名轻生网友。

据济南公安博警介绍，他们看到网
友转发的微博之后，迅速进行核实，首
先就需要确定这名网友所在的位置。但
就在民警展开工作的同时，这条微博却
突然间被删除，另一名为“济南零距离”
的网友也发布了一条微博称，已经联系

上了这名网友，结果得知这只是一场恶
作剧。紧接着，“济南公安”官方微博也
发布消息，确定此微博为假消息。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关心此网友生
命安全的网友难以接受，大家纷纷在微
博上指责“渔夫养的小猪”。在大家的压
力之下，“渔夫养的小猪”发布了一条
道歉微博，称这只是愚人节的一个恶
作剧，她认为自己粉丝不多，没想到
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并真诚向大家
道歉。

对此，相关律师表示，这名网友的
恶作剧虽然引起了不好影响，但她的行
为并没有构成违法犯罪。济南公安相关
民警也解释，鉴于此网友及时认识到错
误，而且认错态度较好，及时向公众道
歉说明实情进行弥补，此事也没有造成
重大影响，他们最终对这名网友进行了
批评教育。

“利用了我们的感情，浪费了警
力，这种行为不可行。这个愚人节的
玩笑开得有点大了。”网友“兰草”在
网上发布微博称，女孩的行为显然
是不可取的。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倩) 1日
下午，一名网友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割
腕自杀的照片，引来了朋友的误会报
了警。

1日15时30分左右，槐荫公安分
局巡警一中队民警接到了指挥中心
指令称，在济南西部一小区有人割腕
自杀。两名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同时，
民警与报警人取得联系了解到，报警
人周某下午上网时，发现他的一名女
同学杨某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割腕的
图片，他猜测杨某想不开自杀了，于
是赶紧报了警。

民警最终确定了杨某的准确位
置，并迅速来到其家中。开门的是这
家的保姆，听民警说了事情经过后，
保姆称并没有此事，杨某此时正在
卧室睡觉。经过询问，杨某才道出了
事 情 的 经 过 。杨 某 称 ，当 天 是 愚 人
节，她下午在网上看到一张割腕自
杀的图片，随后就在网上转发了，转
发完后就睡觉了，正好又赶上手机
没电了。民警做完登记后对杨某进
行了批评教育。

银企对接授信

数额比去年翻番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頔) 4月1日，济南

市举行了2013年银企合
作推进会暨签约仪式。经
过充分对接，驻济金融机
构初步确定对项目企业
综合授信1102亿元，授信
数额相比去年增加了一
倍多。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
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对
363个济南市重点建设项
目向驻济银行进行了集
中宣传和推介。28家驻济
银行经过积极对接，共对
204个企业项目综合授信
919亿元，再加上银行主
动挖掘客户提供的授信，
今年驻济金融机构综合
授信数额达到1102亿元，
为济南经济建设的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金融支持。

“获得授信的项目中
既有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也有科技含量较高

的战略新兴产业项目，项
目质量普遍较高。”驻济
金融机构的一位代表说，
签约项目要按照约定和
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及
时发放信贷资金，做好有
关金融服务。同时，结合
济南发展实际，各金融机
构将重点加大对在建续
建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
特别是要合理安排新开
工项目和在建、续建项目
贷款投放，确保重点在
建、续建项目信贷配套资
金及时足额到位。

据介绍，2012年的实
体经济重点项目银企合
作签约仪式在 6月份举
行，对项目企业综合授信
480亿元。今年的银企对
接合作会不仅在时间上
提前，在全年第二季度的
第一天就确定了综合授
信数量，而且额度很大，
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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