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蛤蛤来来玉玉健健康康饮饮用用水水配配送送站站

解解 放放 路路 配配 送送 站站
三三 站站 配配 送送 站站
南南 洪洪 街街 配配 送送 站站
幸幸 福福 祥祥 和和 配配 送送 站站
毓毓 璜璜 顶顶 配配 送送 站站
大大 海海 阳阳 配配 送送 站站
黄黄 务务 配配 送送 站站
小小 东东 夼夼 配配 送送 站站
莱莱 山山 区区 前前 七七 夼夼 配配 送送 站站
莱莱 山山 区区 芳芳 华华 园园 配配 送送 站站
莱莱 山山 区区 清清 泉泉 寨寨 配配 送送 站站
开开 发发 区区 华华 电电 小小 区区 配配 送送 站站
福福 山山 区区 民民 阜阜 路路 配配 送送 站站

“来玉”健康饮用水，由烟台心悦净水器有限公司联合齐鲁

工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共同研发出品，已于“五一”期间上市销

售。本公司是烟台市唯一集专业生产、自营配送、品牌提升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桶装水企业，因生产扩大，现面向社会招聘

优秀销售业务员20名，条件如下：

请请拨拨打打全全市市统统一一订订水水热热线线44008855555555，，即即可可畅畅饮饮来来玉玉健健康康饮饮用用水水 。。联系人：徐经理 18660573752 宋经理 13695357398

11、、年年龄龄1188--5500周周岁岁，，男男女女不不限限，，高高中中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可可招招收收应应届届生生。。

22、、服服从从公公司司管管理理，，听听从从领领导导分分配配，，有有良良好好的的团团队队协协作作精精神神。。

33、、月月薪薪11660000元元++提提成成++奖奖金金，，月月收收入入33000000--55000000元元，，三三个个月月后后缴缴纳纳社社保保。。

1 7日，一
品鲜蔬菜连锁
超市内，工作
人员正在摆放
新鲜蔬菜。
记者 李泊静

摄

1100个个平平价价蔬蔬菜菜超超市市已已建建成成77个个
蔬菜产地直供模式减少中间环节，市民菜篮子越拎越欢快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孙芳芳)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里装的
啥，沉不沉直接关乎老百姓的餐桌
质量。近期，农贸市场里频频开业的
平价蔬菜超市，成为市民买菜的好
地方。年内新建10座平价蔬菜超市
是烟台市政府今年提出的12件为民
服务实事之一，如今已经建成了7

个。
随着珠玑店、四眼桥店开业，烟

台市平价蔬菜超市已经在奇山、北

河街、芝水、四眼桥、珠玑、好鲜多、
白石7个农贸市场安家落户。6月27

日，在烟台商务局“面对面”座谈会
上，烟台市商务局蔬菜副食品科科
长董永智介绍，目前正在与三环、红
利、绿色家园、魁玉路、恒大、祥和6

个市场进行洽谈。
“再开3家就完成政府的计划

了，我们今年一定会超额完成任
务。”烟台一品鲜蔬菜有限公司是烟
台“菜篮子”工程唯一定点企业，也

是唯一一个获准开平价蔬菜超市的
企业。公司总经理王志敬称，年内他
们打算新开30家平价蔬菜超市。

17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奇
山市场的“一品鲜”平价蔬菜超市。
近百种蔬菜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柜台
上，店里的工作人员统一着装进行
服务。前来买菜的市民大都是老年
人，结账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

“这豆芽真新鲜，老头子最爱
吃醋溜豆芽了。”家住奇山小区的

邹阿姨一口气买了一大包豆芽，
她说昨天来晚了没买到，索性今
天多买了点。邹阿姨告诉记者，这
里的豆芽不光新鲜，而且价格比
外面便宜不少。记者看到标签上
的标价为0 . 9 8元/斤，而市场上当
天豆芽的价格在 1 . 5元 /斤左右，
价格便宜了一半。

“价格之所以便宜，主要是采
用了产地直供的模式，减少了中
间环节。”王志敬称，在海阳、莱

阳、莱西等地都有他们的种植基
地，基地产出来的蔬菜直接上到
市民的餐桌，减少了中间层层的
批发加价环节。而这种模式，最终
也让市民的菜篮子越拎越轻。

“同样的钱以前可能只能买三
四个菜，现在菜价便宜了就能给桌
上再添个菜了。”不少市民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了实惠，“我可不是打广
告，不信你过来买两天试试。”怕记
者不相信，一位市民忙解释。

雨天菜价涨

还是比外面便宜

“菜豆又鲜又便宜！”17日
上午，在奇山市场一品鲜蔬菜
超市，刘店长正在招呼顾客。在
他的热情促销下，一大筐菜豆
不一会儿就卖了个底朝天。这
些菜豆卖得快不光是因为店长
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
便宜，市场价3元/斤的菜豆，在
这里仅卖2 . 3元/斤。

“不光是菜豆，你看看其他
菜价也比市场上便宜不少。”一
位经常过来买菜的老大爷熟练
地给记者当起了导购，他说，自
己家就住在附近，闲着没事每
天早上都会到市场上买菜，对
比几次之后，发现蔬菜平价超
市里的菜比其他地儿便宜，这
里也就成了他定点买菜的地
方。“前几天老下雨，蔬菜的价

格也涨了起来，但是这里还是
比市场上便宜，而且种类多。”

随后，记者挑选了几种蔬
菜进行价格对比。黄瓜4 . 5元/

斤，而市场价在5元/斤左右；西
红柿1 . 66元/斤，市场价为2元/

斤左右；豆芽0 . 98元/斤，市场
价1 . 5元/斤左右；菜豆2 . 3元/

斤，市场价为3元/斤左右。

小商贩来“进货”

超市无奈限购

“每人限购3斤”，超市里的
紫茄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 18元/斤的价格确实挺诱人，
可为啥搞起限购？店里的工作
人员无奈地摇头笑了笑，“一般
的住户很少有一下子买3斤以
上的，就算是小饭店，一下子买
个3斤也差不多够了，主要是防
止一些小摊贩过来买，然后再
加价卖。”

原来，由于店里的一些蔬
菜便宜，有的甚至低于商贩的
进价，不少商贩便开始琢磨着
从超市里“进货”。“看着我们
的送货车来了，不少人就围了
上来，挑挑拣拣把好的都挑走
了，剩下的我们怎么卖？”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商贩们买回
去后还会加价再卖出去，为了
杜绝这种现象，他们才想出了

“限购”的办法。

直供模式拉低价格

曾被质疑干扰市场

作为为民服务实事，平价
蔬菜超市的建立为老百姓带
来了实惠，但是这股低价风潮
对蔬菜市场的其他业户来说
却是一场“冲击”，也曾因此
遭到一些业户的误解和质疑。

“省内不少地区都有我们
的种植基地，从基地直接上到

老百姓的餐桌，减少了不少中
间环节。”王志敬告诉记者，
价格便宜，他们的优势就在进
货渠道上。蔬菜直供基地的菜
通过专用车队，直接运到市区
每一家平价超市。因为拿货量
大，直供基地给他们的进货价
十分优惠。“打个比方，我们
都是一下子要2万斤，而普通
商贩一次只要四五百斤，经过
层层加价，最后进入市场的价
格自然要比我们的高。”

蔬菜价格便宜，个别蔬菜
的卖价甚至低于一些商贩的进
价，这样势必会对商贩们形成
一定的冲击。“在一些市场里，
有的商贩不理解，甚至以为我
们是在故意压低价格。”说到这
个，王志敬也有些无奈，“但是
作为菜篮子工程，我们必须要
把实惠送给老百姓，要不我们
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本报记者 孙芳芳

已修路31公里

改善库区条件

今年年初，在烟台市政府提
出的 1 2件为民服务实事中，第 1 1

件就是改善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条
件。拟帮助库区困难村修建道路
6 0公里、扬水站1 8座，打井1 0眼，
扩大改善水浇地3万亩，修建公用
设施1万平方米。

6个月时间过去了，烟台库区
移民的生活居住条件正在不断改
善。目前，已修建道路3 1公里，完
成计划51%；修建扬水站9座，完成
计划的50%；打井5眼，完成计划的
5 0%；扩大改善水浇地面积1 . 6万
亩，完成计划的5 3 . 3%；修建公用
设 施 5 5 0 0 平 方 米 ，完 成 计 划 的
55%。

本报记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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