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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后后拒拒交交费费，，自自称称记记者者要要曝曝光光
无棣一男子伪造记者证，假冒本报记者招摇撞骗被民警识破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张天骄) 近日，无棣

县男子乔某到无棣县城一家KTV
唱歌，消费完后，拒不交费，还向
出警的民警出示证件称自己是记
者。经落实，乔某为假冒记者。

8月30日下午，无棣县公安
局城区派出所接到报案，报警称

有人冒充记者在无棣一家KTV
店内消费后拒不交费，还扬言要
曝光KTV店。

民警出警后发现现场有一
人浑身酒气，在那里大吵大闹。
该人自称姓乔，并掏出记者证，
称自己是齐鲁晚报滨州记者站
的记者，正准备曝光一家黑店。

细心的民警发现乔某持有
的证件是2010年颁发的证件。民
警随即联系了齐鲁晚报滨州记
者站，经确认乔某并非该站员
工。民警将乔某带至派出所约束
至酒醒后，乔某向民警承认了他
并不是真正的记者，记者证是花
钱伪造的，平时用于躲避高速公

路收费。在KTV只是想吓唬吓唬
工作人员，免除自己的费用。没
想到民警那么较真，识破了他的
假面目。

现乔某因涉嫌使用伪造证
件，被无棣县公安局依法予以行
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
处罚。

受节俭风和严查“双节”送礼不正之风影响，今年包装精美的高价月饼礼盒变少了

礼礼盒盒装装很很““低低调调””，，散散装装月月饼饼卖卖得得俏俏

滨州一家超市内自制的散装月饼销售火爆。 本报记者 杨青 摄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杨
青 )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一周
多时间，一年一度的月饼销售
大战已如火如荼展开，然而与
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各大
商场礼盒装月饼销售平淡，散
装月饼反而更受市民欢迎。

中秋佳节，月饼是走亲访友
必不可少的礼品，按照往年情
况，包装精美高档的月饼礼盒极
受追捧，早早就开始有大量预定
和销售。然而，在距离中秋节半
月时间时记者走访滨州多家大
型商场发现，虽然今年月饼礼盒
同样早早上市，价格却比较“低
调”，价位多在200元到300元，千
元月饼不见踪影。而且礼盒月饼
纷纷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

“买一赠一”、“买二赠一”、团购
享受折上折等等，如此算下来绝
大多数礼盒仅需百元左右。

“往年的时候礼盒月饼只
有到临近中秋一周内才会大幅
度降价促销，今年提前开始了，
而且本来价位就不算高，还有
大幅度优惠，现在买很合算
的。”一家商场销售人员热情地
向记者推销。“这一款月饼礼盒
去年促销卖188元，现在只卖
128元，也是我们这几种礼盒中
最贵的了，今年中央出台禁令，

我们把利润压缩到最低，礼盒
月饼也都很实惠。”一家在广场
举办月饼推介会的厂家工作人
员介绍。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月
饼礼盒已经“屈尊”降价，但仍
少有人问津。在一家商场内，销
售人员向记者推销一款不到一

百元的月饼时说：“这款卖得最
好，今天我卖出去6盒。”

和月饼礼盒销售遇冷不同
的是商场自制散装月饼受到市
民欢迎。散装月饼口味多是传
统的五仁、豆沙、枣泥等，一斤
价格在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几家商场的散装月饼销售区顾

客络绎不绝，一家超市自制的
散装月饼特价销售区更是围满
了顾客，销售人员不时补货。

“自己吃还是散装的实惠，而且
是现做的新鲜，送人的话就买
个精美点的包装盒，称些散装
月饼放进去也不错啊。”一位顾
客笑着说。

5500名名大大厨厨角角逐逐““烹烹饪饪大大师师””
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山东赛区滨州选拔赛结束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运
恒 通讯员 杨明义) 8日上
午，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
山东赛区、第三届全省餐饮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滨州选拔赛在
滨州大饭店举行，贵苑大酒店、
滨州大饭店、腾达酒店、邹平白
云餐饮有限公司、华滨大酒店、
中海酒店等近20家餐饮单位约
50名选手参加比赛。

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
山东赛区、第三届全省餐饮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滨州选拔赛由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滨州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滨州

市旅游局和滨州市烹饪餐饮协
会联合主办。比赛项目包括，中
餐热菜、中餐面点、冷拼雕饰、
餐厅服务四项个人项目。

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
中餐热菜项目贵苑大酒店吴飞
飞获得第一名；中餐面点项目
腾达酒店王海滨获得第一名；
冷拼雕饰项目腾达酒店代晟暄
获得第一名；餐厅服务项目舜
庚花园酒店刘翠华获得第一
名。获中餐热菜项目前十名，中
餐面点、冷拼雕刻、餐厅服务前
五名者，推荐参加9月22日—24
日在烟台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烹
饪技能竞赛山东省选拔赛。

评委评审菜品。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约约会会秋秋天天，，又又到到品品蟹蟹时时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
了一年一度吃大闸蟹的季
节。吃货们，是否早在翘首以
盼了呢？而说到螃蟹，最最声
名贯耳的莫过于苏州各大湖
区的大闸蟹了，体大膘肥、肉
质膏腻、入口清香、丝丝清
甜。苏州大闸蟹名气大，市面
上的产品免不了会鱼目混
珠。如何才能买到货真价实
的真正好蟹，一直是消费者
心头的疑问。

在秋风响起，中秋临近
之时，全国关于大闸蟹的宣
传随处可见，就此记者联系

上了位于黄河四路渤海六路
富泽商贸街的“蟹都汇”大闸
蟹全国连锁滨州专卖店的谢
经理。谢经理表示蟹都汇全
名叫江苏蟹都汇水产有限公
司，公司坐落在苏州工业园
区 唯 亭 镇 浅 水 湾 ，成 立 于
2007年，公司主营"蟹都汇"品
牌大闸蟹、大闸蟹礼券、大闸
蟹礼盒，同时兼营蟹醋、蟹
酒、蟹八件等蟹类深加工品
以及蟹类周边产品。作为中
国大闸蟹行业的先行者，经
过7年的经营与发展，“蟹都
汇”已经成为国内大闸蟹同

类别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
市场认知度最好的品牌。

目前，“蟹都汇”遍布全
国近200个主要城市，共设立
了近300个专卖店，网店遍布
全国各地。“ 蟹都汇”来滨
州已经3年了，一直秉承品质
就是生命的产品观，采用全
程可追踪系统，确保每一只
大闸蟹的品质都万无一失。
谢经理说，蟹都汇大闸蟹样
品已经到店，想尝鲜的顾客
欢迎选购，中秋临近“蟹都
汇”不但为顾客准备了肥美
的大闸蟹和各种豪华包装礼
盒还为需要送礼的客户精心
准备了各种不同面值的礼
券，礼券面值同380--3000元
不等，方便大气，提升您送礼
档次，礼券全国通兑。

消费者如何才能购买到货
真价实的大闸蟹呢？“蟹都汇”
谢经理建议，真正优质的大闸
蟹，价钱必不便宜，在选购大闸
蟹时，需认清品牌商家，选购正
宗有保障的大闸蟹。

首先，蟹壳壳背色泽鲜
明，有光泽且呈墨绿色的一
般都体厚坚实，“金爪黄毛”
的更好。其次，肚脐突出的，
用手拿蟹感觉够重的，一般
都脂肥膏满。蟹足足爪结实，

“脚毛”丛生，一般都膘足老
健。最后看活力，将蟹翻转身
来，能迅速用蟹足弹转翻回
的，说明活力强。还可看蟹是
否反应灵敏，触动其眼睛旁
边时，眼珠子会灵活闪动，反
应敏捷，或者会“口喷白泡”
者，还是够生猛和新鲜的。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

滨州12个重大项目

进入发展规划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陈冰 孙超) 近日，省政
府印发《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
划》，规划范围包括滨州市和省会济
南及周边的淄博、泰安、莱芜、德州、
聊城，共7市，52个县(市、区)。滨州
12个重大项目进入规划，这也标志
着滨州市继“黄蓝”战略之后迎来新
的重大机遇。

《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是确保
规划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和支撑。经
过市发改委的积极争取与对接，包括
滨州市徒骇河城市湿地公园、冬枣生
态旅游园区、济东高速滨州段工程、
济南市区至遥墙机场至滨州城际铁
路、滨州大高通用机场运输兼通用工
程、滨州港扩能建设工程、海港港区
防波堤工程、大唐滨州2×35万千瓦

“上大压小”热电联产项目、国电博兴
2×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
目、滨州沿海风力发电场工程、滨州
市黄河三角洲徒骇河河口区雨洪水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滨州市黄河岛国
家湿地公园等项目在内的一批重大
项目进入《规划》。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王领娣
通讯员 王虹 赵全) 9月6日，滨城
区46名大学新生领到“朝阳助学”救
助金。据了解，为践行“兴善助学”慈
善宗旨，帮助滨城区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的高考新生顺利入学，滨城区慈
善总会和滨城区民政局开展了2013
年“朝阳助学”活动。经各乡镇办申
报、区慈善总会审核，对拟救助的46
名大学新生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公
示无异议后，9月6日起把救助金全部
发放到受救助学生手中。

滨城区“朝阳助学”>>

46名大学新生

领到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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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00800501)以及执业印章(印
章编号同上)丢失，特此声明。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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