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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去年3月份批发价1 . 2元/斤，今年让一些菜农伤了心

菠菠菜菜价价““跳跳水水””批批发发一一斤斤不不到到55毛毛

2014年4月13日，由泰安万达
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主办的2014

泰安万达广场写字楼投资论坛
盛大举行。活动现场，来宾满座，
掌声如潮。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家
水皮先生、泰安市及泰山区政府
领导、泰安市各大企业高管以及
新闻媒体，共同见证了这一举世
瞩目的财智盛会。

优雅的小提琴演奏拉开了
论坛的序幕，首先是万达领导
致辞，万达领导对泰安市写字
楼市场供求，地域价值进行了
解析！并阐明万达总部国际作
为泰安写字楼市场唯一高端商
务集群，必将引领泰城商务新
高度。

此次论坛上，著名财经评
论家水皮先生做了主题演讲，
水皮先生表示：写字楼市场是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刚性需
求，泰安作为以第三产业为经
济支柱的城市，近年来发展迅
速，众多名企纷纷入驻，万达总
部国际坐拥时代发展轴核心
区、交通枢纽中心，是泰安写字
楼市场最值得投资的产品。

活动现场，精彩的世界顶
级奢侈品模特秀节目、抽奖环
节，令观众大呼过瘾。最后政府
领导、水皮先生和万达领导共
同就来宾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互
动，为客户解疑答惑。现场嘉宾
一致认为：万达总部国际，作为

全泰安最有投资价值的写字
楼，必定成为鲁中金融商务新
中心。

万达总部国际，位于泰安时
代发展轴核心区，屹立于66万㎡

万达广场之上，2400家企业云
集，20000人办公、生活主场，1200

万消费人群，300亿产值，比邻五
星级酒店，畅享交通枢纽便捷，
150米城市地标建筑群，以其恢
弘规模，磅礴气势，畅享鲁中金
融商务中心财富盛宴。

万达总部国际，50-1400平
弹性办公空间，6500元/㎡起，
实力企业整层入驻，4月26日盛
大开盘，全城火爆认筹中！详询
8608888。

随着省会经济圈建设的步伐
加快，泰安正迎来新一轮的黄金发
展期，以旅游服务业为支柱的第三
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众多名企纷纷
入驻，泰安商务能级快速提升。如
何选择办公场所？成为摆在老板面
前的大事。万达总部国际，以全泰
安最有价值的写字楼，助力富有远
见的企业家扬帆远航，登顶商务巅
峰。

作为万达集团布局泰安的重点
项目——— 泰安万达广场，以其66万平
米恢弘体量，150米超高层城市地标
建筑集群，包含商业、写字楼、公寓、
酒店等全业态综合体，将打造成为
鲁中最大的商务资源整合平台。建
成后将汇集2400家企业、20000人生
活、办公于此，实现1200万消费人次，

300亿产值，将彻底改变泰安商业现
状，打造城市新中心，成为泰安乃至
鲁中最大的金融商务、旅游商品集
散中心。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何
突破企业发展瓶颈？企业的发展不
仅需要自身内部结构的创新，同时
平台的选择，对企业的发展同样重
要，泰安万达广场高端写字楼，以
5A智能配置、36部极速电梯、3000

席停车位、精装奢华大堂，给企业
更高的形象平台和现代化办公条
件，缔造巅峰商务！

万达总部国际，全泰安最有价
值的写字楼！50—1400平米弹性办
公空间，6500元/㎡起，实力企业整
层抢驻，4月26日盛大开盘，全城火
爆认筹中！详询8608888。

做一个富有远见的老板
只有城市样板，才能缔造泰安巅峰商务中心

泰安万达高端写字楼
投资论坛圆满落幕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者
陈新 见习记者 张玮 通

讯员 贾同林 ) “今年菠菜太
便宜了，批发价不到5毛钱。”记
者了解到，今年菠菜批发价在2

到5毛钱，而去年同期每斤批发
价1 . 5元。

10日上午，在红门西市场，
来自范镇的菜农王先生将菠菜
成捆出售，每捆大概三四斤，售
1 . 5 元 。“ 今 年 种 菠 菜 可 赔 大
了”，王先生说，去年每斤菠菜
能卖到2 . 5元。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中百超
市、银座超市、新时代商厦超
市，超市中销售的菠菜多为1 . 1

元一斤，最贵的卖到1 . 8元。
根据泰安市统计局调查队

提供的数据，3月份，泰安菠菜
批发价格基本在成本线下运
行，均价0 . 5元/斤，与去年同期
相比价格下跌23 . 1%。3月1日，
菠菜批发价格跌至0 . 3元/斤，

与去年3月份批发价1 . 2元/斤
成鲜明对比。

13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岱岳
区范镇唐北墠河村，这里90%的
农户种植菠菜。在田间一块空地
上，有些蔫掉的菠菜散落在泥土
里。村民介绍，看着菠菜就要过
季了，又不卖钱，就懒得收了。

“每天雇佣工人收菜就要
七八十块钱一个人，收上来的
菜每斤两三毛钱，还不够雇工
费的。”菜农王先生说。

村主任李成东算了一笔
账，每个蔬菜大棚大约1亩地，
能产菠菜3 0 0 0斤，按照今年批
发价，最高能买到1500元钱，而
种植一棚需要1 0多个劳力，种
子和肥料，还有水等，成本至少
2 0 0 0元。“村里4 0 0多户种菠菜
的，多数都赔钱了。”

除了范镇，岱岳区良庄镇
也是菠菜种植大区，北宋村菜
农宋先生介绍，今年村里种了

将近2 0 0 0亩菠菜，仅卖两三毛
钱一斤，种菠菜的菜农都赔钱
了。

“今年菠菜价格这么低，是
因为去年价格高，村民扩大种
植面积。”良庄镇宋先生说，村
里有一种植大户去年种了5亩
菠菜，受价格刺激，今年种了8

亩，结果赔了不少钱。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分析，

由于去年春节期间菠菜价格一
路走高，刺激了种植户增加菠
菜种植面积，并带动其他种植
户改种菠菜。今年天气偏暖，菠
菜生长旺盛，导致单位面积产
量快速增加，生长周期缩短，进
一步导致菠菜供大于求。

此外，由于气温偏高，菠菜
容易腐烂，导致东北、内蒙等地
远距离客商减少，再加上外地
菠菜产区今年面积增加，菠菜
对外供应量下降，都导致菠菜
价格低。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者
曹剑 见习记者 杨思华 )

本报1 1日报道《7 6岁老太太
和继子女起纠纷，三次报警求
助》后，14日，老人梁女士的继
子女说，1 2日双方已经达成协
议，老太太放弃房子产权，带着
6万余元返回莱芜。

14日下午，在迎胜路一家属
院里，记者见到了洪家三个姐
妹。“有些情况并非和老太太说
的一样。”老三说，继母进家门十
几年，姐妹都是在父亲生日或者
过年过节才回家吃顿饭。

提起老太太三次报警求助
的事情，老二和老三显得有些
气愤。“父亲去世后，我和姐姐
问过梁姨日后打算，她误会我
们要‘赶’她出家门而产生矛
盾。我和二姐一起过去找她商
量，结果她直接说要等法律处
理。我们只要一去，她就报警，
其实我们真没怎么她。”

提起老太太屋子里狼藉的
衣物，老三说，那都是老太太准
备扔掉的旧衣服，新衣服和能
穿的，早就打好包准备带走，并
非姐妹们给扔的。“家电等，我
们都锁在一间屋子里，也是怕

老太太捣腾了。”大女儿说，继
母嫁给父亲，还是她当的媒人，
老太太进门后一家人过得并不
清静。

三女儿拿出父亲房子的证
明材料，标准计价面积为5 9 . 2
㎡，并非老太太认为的70平米。
“那套房子现在能卖上4 0万就
不错了，已经住了3 0多年的房
子，是我父亲和母亲的财产。父
亲 去 世 后 ，梁 姨 最 多 能 继 承
12%，我们也咨询过律师。而父
亲早已给她打算好了，提前给
她存了钱，是她自己要求太多，

才导致家庭纠纷。”
1 2日，梁女士在自己外甥

女陪同下，与洪家四个孩子达
成协议：梁女士放弃对房子产
权的主张，房子全部产权归洪
家四个子女所有；放弃洪老先
生逝世后的丧葬补助费，子女
补偿梁女士8 0 0 0元；洪老先生
去世前存入梁女士名下的下5

万元和先后给梁女士存入的
6600元丧葬费归梁女士所有。

1 3日上午，梁女士被自己
的大女儿接回莱芜老家，以后
将和子女一起生活。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陈新) 一位货运司机向本
报反映，近期泰城出现一种新
骗局，两个人拉着一车货截住
开三轮运货的，或者收破烂的
人员，说有废铜要便宜卖，对方
贪小便宜要了他们的货，却被
掉包成石头。

“我和朋友都被骗了。”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拨打本
报热线称，他是开三轮车的司
机，平时在光彩市场周边接活。
前几天送货走到十九中门口附
近，遇上一辆鲁M牌照车，车是
白色的，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
履的人，称自己有一些废铜，大
约30多斤重，想要以每斤20元
价格卖掉。

“那个人看起来很正派，他

说这些铜是工地上废弃不用
的，想要赶紧处理掉，然后离
开，一时找不到废品收购站，就
找到了我。”受骗司机说，那个
人把一包铜丝递给他，掂量一
下近40斤重。“市面上铜价格至
少25元/斤，一转手能卖200多
元。”受骗司机答应买下废铜，
并给了对方600元钱。

等将袋子放到三轮车上
后，白色车扬长而去，受骗司机
打开袋子一看，袋子里竟然全
是石头。“一时没注意竟然被掉
包，我真是太后悔了。”司机说，
除了他，还有一位收废品的朋
友遇上同样情况。

“这骗子可能现在还在泰
城，希望各位能够防范，不要再
上当受骗。”

图便宜路边买废铜

袋里装的全是石头

老老太太放放弃弃房房子子产产权权
带带上上66万万多多回回老老家家

梁女士和继子女签订的协议。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见习
记者 闫克杭) 近日有市民反
映，灵山大街迎胜路至长城路
段近两千米的路段，有好多窨
井没有盖。14日，记者到现场发
现，这一路段12个窨井缺少井
盖，另外损坏的井盖也有十多
个。

“这井没有盖，就放着一根
树枝，走夜路的看不清一脚踩
空，多危险。”市民李先生说。

没有井盖的12口窨井有11

个分布在路南，其中7个分布在
还未完成绿化的绿化带中，有1

个在人行道上，而且占据着盲
道，另有3个在人行道以南。

损坏的井盖大多分布在路
南，靠近长城路西半段更为集
中。周围完好的井盖上写着

“电”、“雨水”、“路灯”等字样。
市民孙女士说：“盲道上一

个没盖的井，万一有盲人经过，
后果真不敢想。”

14日，记者向泰安市公用
事业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
工作人员回应，这些窨井可能
分属不同的部门，会尽快落实
责任部门，及时处理。

灵山大街两千米路段

12口窨井“张大嘴”

在盲道的一处井仅用树枝遮拦。 本报见习记者 闫克杭 摄


	S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