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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生生油油价价格格降降至至今今年年最最低低点点
原料价格下跌是主因，已降到十年最低价

近日，建华路一大型超市
南门小广场上出现了一排棚
子，多位工作人员在奋力促销
国内知名品牌的食用油。4升
装的鲁花花生油，原价是104 . 9

元一桶现价只要89 . 9元，一下
子便宜了 1 5元，而且还有纸
巾、酱油等作为赠品，引来不
少消费者围观询价。

一名负责促销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现在花生油的

价格已经降到今年以来的最
低点了。而所谓104 . 9元的原
价，实际上是去年已经经历
了下调后的价格。在超市内
部卖场，胡姬花、金龙鱼、福
临门等品牌也在降价促销，
进行促销的包括花生油、调
和油等多个品种。在市区其
他几个超市记者也看到了类
似的情况，花生油降价促销
的牌子贴的到处都是，几乎

每个品牌都在降价促销，降
幅普遍在10%左右。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这座超市门外搭棚子促销
的人是从鲁花厂家过来的。现
在生产花生油的原料花生价
格持续走低，厂商不愿意囤
货，于是就这样不断促销提高
商品周转效率。成品油价格一
直跌，商场也不愿意多进货，
对促销也很积极。

记者了解到，目前超市商
场散装花生米价格仅为6 . 6元
一斤左右，这个价格在一年前
只能收购到一斤没去壳的花
生，这样的差别是巨大的。而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
于去年国内花生大丰收，产量
高，出口却遇冷，而世界上其
他几个大的油料作物生产国
持续增产，不断冲击着国内的
食用油市场。

本报枣庄4月14日讯(见习记
者 张龙 孟令洋) 今年可谓是
不寻常的一年，马年“双春兼闰
月”，依照民间的说法是结婚的大
吉年份。随着“五一”小长假的临
近，枣庄婚庆消费市场火爆异常。

选择马年结婚就是为了讨个
“好彩头”，可市民杨先生因为找
酒店办酒席犯了愁。他告诉记者，

“给市区不少酒店打了电话，之前
看中的几个好日子全都被订光
了。要预订20桌以上的大型婚宴场
地几乎是一店难求。市中区一家
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的婚
宴预订比往年更乐观，比去年同
期的预订量有所增长。“五一”小
长假这几天的婚宴已经全部订
满，有不少新人在春节前就已经
预订。一位婚庆界的市民曾对记

者抱怨，最近婚庆预订扎堆，“五
一”期间一天要跑三场婚庆，这是
要被累死的节奏。一家婚庆公司
负责人李先生也表示，“双春年”
结婚的人比往年要多不少，从年
初到现在，他们公司预约的婚庆
业务比去年增加了一半。“去年5月
份只预订了十几个单子，但今年
已经订了二十多家。”李先生说，
由于实在接不了单，最近都推掉
好几位顾客了。

尽管婚宴生意火爆，但记者
在走访中了解到，不少酒店的婚
宴价格和往年相比变化不大，未
出现大幅度上涨的情况。据业内
人士分析，由于公务、商务宴请减
少，市场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结
婚旺季的喜宴生意虽然“挺好
做”，但明显感觉到“钱难赚了”。

换换上上往往年年春春装装 满满身身起起了了疙疙瘩瘩
专家：多是螨虫等病媒引发的皮肤类疾病

“五一”结婚订单
挤爆小长假

各品牌花生油，全线降价

近日，记者走访了枣
庄多家超市，发现到处都
是花生油降价的标示，更
有知名品牌在户外搭棚
促销花生油。据了解，花
生油价格目前已经降到
今年以来的最低点。

本报记者 袁鹏 花生油价格下跌一定程度上刺激了
消费者的消费热情。14日在振兴路一家超
市，市民王先生挑选了一番后拿了一桶促
销的5升装花生油放到了购物车里。“花生
油炒菜香啊，但是原来太贵了，现在这价
格我觉得还行。”王先生说，由于原来花生
油价格高，除非节庆一般他都是买调和油
吃。这段时间花生油价格降得比较厉害，
他已经买了几次花生油。

超市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搞促销最
近花生油销售的确实比较好，毕竟是日常
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其实金龙鱼、福临门、鲁花这
些一线品牌的花生油质量都很好，在消费
者心中的口碑也差不多，所以价格就很重
要。反正都是花生油，一般人也吃不出来
什么差别，所以降价的品牌走货走得就快
一点，不过现在基本上每个品牌都在降
价，有时候来买油的消费者挑选起来也很
纠结。

花生收购价格的下跌也影响着枣庄
当地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李大妈是市中区
齐村镇一户农民，平时到城里卖菜，这几
年家中都留一亩地种花生。13日李大妈告
诉记者，现在正好到了点花生的时候，当
地农民一般都等下雨，下一场雨后接着点
上花生，但是12日刚下了雨，她却还没有
点花生。

“反正种花生这两年都不怎么挣钱，
早两天种晚两天种也无所谓了。”李大妈
说，种一亩花生也就能挣几百块钱，搭上
的材料和工夫还不少，要是老这么下去兴
许她明年就干脆不种花生了。

消费者买得畅快

农民拒种花生

市中区一超市内，各种品牌的花生油、调和油被堆在一起做促销。

本报枣庄4月14日讯(记者 赵
艳虹) 天气渐暖，很多市民为了不
辜负这好天气，纷纷走出家门，到室
外踏青游玩。14日，记者从皮肤科获
悉，近期由螨虫等病媒引发的皮肤
类疾病抬头，门诊量也呈现逐渐增
多的态势。

“目前就诊的患者多以大多数
是螨虫和花粉过敏为主。”据皮肤科
的孟主任介绍。天气逐渐变暖，一些
患者也都陆续拿出放置了半年的春
装。而在门诊中，有一些患者近期并
未出门游玩，却因穿上放置了半年

贴服穿的春装，皮肤起了疙瘩，经过
检查，得知是因螨虫引发的过敏。

最近，天气以晴朗为主，不少市
民三五结对外出踏青，而不少人却
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好不容易
等到周末可以到户外玩，还没等回
家，就感觉脸上不舒服。”市民张女
士和亲友到开满各种野花的山间呼
吸清新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然
而，享受过后带给张女士的却是满脸
痛楚。当天晚上，张女士脸上、手上凡
是暴露在外的皮肤都发红，并且奇痒
难忍。随后，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

可能是花粉引起的过敏。孟主任提
醒，防治过敏的关键还在于隔离过敏
原。春季外出游玩时，不仅要看天气，
还要留意空气湿度和紫外线强度等
细节。此外，随着天气转暖，螨虫、蜱
虫、蚊蝇等病媒开始活跃起来，室内
的螨虫是过敏症患者的主要致病原
因之一。

提醒市民，除了外出需要注意防
护措施以外，春季换装也要注意将贴
身衣物晾晒，以免出现过敏症状。如
一旦发现皮肤上有蜱虫之类的害虫，
一定要及时清除，或请医生帮忙。

相关链接：

广义的病媒生物包括脊椎
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媒
介主要是鼠类，属哺乳纲啮齿目
动物；无脊椎动物媒介主要是昆
虫纲的蚊、蝇、蟑螂、蚤等和蛛形
纲的蜱、螨等。最常见四大害为：
苍蝇、蚊子、老鼠、蟑螂。其中的

螨虫无处不在，却不易为人察
觉。

病媒生物不仅可以直接通
过叮咬和污染食物等，影响或危
害人类的正常生活，更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传播一系列的重要传
染病。在我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中有许多属于病媒生物性传染
病，如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
螺旋体病、疟疾、登革热、地方性
斑疹伤寒、丝虫病等；而一些消
化道传染病则通过病媒生物的
机械性传播在人群中扩散，如痢
疾、伤寒等。

不不满满““电电子子书书””质质量量 退退货货却却遭遭拒拒
消协：数字化商品不支持7天退货

本报枣庄4月14日讯 市民孙
先生在网上购置了一套“电子版复
习资料”，收到后由于感觉质量不好
要求退货，但是商家称不属于7天无
理由退货行列拒绝退货。

14日，孙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自
己的遭遇。孙先生是一位公司白领，
几天前在网上选购图书。他看好了
一款某出版社的全套复习资料，网
店店主称有2种版本可供孙先生选
择，一是实物版图书但价格较高，另
一款是电子版(光盘)价格相对便宜。

出于对价格考虑，孙先生选择了后
者。但是，没想到的是，孙先生收到
光盘后发现光盘中内容并不适合自
己，于是要求店主退换货物。在联系
了店主后，孙先生被告知电子版的
书并不在退货范围内，因此拒绝退
货。孙先生很是纳闷，网购不是从今
年4月1日起享受7日无条件退货的
吗？

14日下午，记者帮助孙先生联
系了消协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
电话中向孙先生解释，根据2014年3

月15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第3项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
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
说明理由。但是在线下载或者消费
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
数字化商品除外。”对于孙先生的情
况，的确是不予退还的。最终，孙先
生表示自己只能留下这套光盘资
料，再去另外购买其他资料。

(于鹏)

4月4日，从省考试院网站获
悉，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26名
参加2014年山东省春季高考实训
操作的同学中，4人超过200分，超
过190分(满分230)高达9人，优秀率
34 . 6%，最高为211分，最低也达164

分。成绩全线“飘红”，高分通过
2014年山东省春季高考专业技能
实训操作考试。

26名毕业生来自该校机电、护
理、计算机三个专业，于3月14—25

日先后在专业教师带领下远赴泰
山护理学院、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参加无菌
技术操作、心肺复苏术、电子技
术、电工技术、计算机技术实训操
作考试。此次专业技能考试，分值
230分，占总比分的31%(总分750)。
这是山东省在高考中首次引入实

践操作考试环节。
早在3月14--16日，该校升学

护理专业4名同学在泰山护理学
院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护理专业技
能考试。4名同学中，季冠楠同学考
分高达199分，最低也达175分，在
参考学校中名列前茅。在随后的3

月22-25日机电专业、计算机专业
实训考试中，孙思汉、李男等4名同
学取得了200分以上的高分，其中
孙思汉以211分拔得计算机专业的
头筹、冯正因210分屈居“亚军”；李
男以203分“蟾宫折桂”，高居机电
专业15名学生榜首。

据了解，山东省今年春季高
考共有18个类别，38个专业类目。
全省报考春季高考考生共91354

人，投放普通本科计划10600人，本
科录取率达11 . 7%。 (谭中法)

车间变考场
真刀真枪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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