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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价1 . 2元一斤

西西红红柿柿比比往往年年便便宜宜11块块多多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为学生免费体检

今 日 聊 城

C02

最美城管商孝江
获评中国好人

日前，中央文明办在吉林
省吉林市举办中国好人榜十二
月份入选名单发布仪式，聊城
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商孝江
获评12月份中国好人榜之敬业
奉献好人。

中国好人榜是由中央文明
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全
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活
动自2008年开展以来，好人层
出不穷，道德群星不断涌现，至
今已有4456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 (张召旭 刘广阔)

聊城未发现流入
江西病死猪肉

媒体曝光江西病死猪肉事
件后，聊城市食药局立即在全市
范围开展生鲜猪肉市场专项检
查。截至7日，全市共检查各类生
产加工单位81家，农产品批发市
场、集贸市场、农村市场等122个
(次)，生鲜猪肉批发零售业户、仓
储场所、商场超市、餐饮服务场
所等3067户(次)，未发现江西病死
猪肉流入。 (王传胜 王中东)

两家企业外排废气
NOx超标8倍以上

近日，省环保厅通报2014

年第3次全省整治违法排污企
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检查
情况。聊城市两家铝厂氮氧化
物超标严重 ,分别是山东华源
铝业有限公司(原称山东信发
希望铝业有限公司)3号炉氮氧
化物超标9 . 3倍 ,茌平信发华宇
氧化铝有限公司5号机组氮氧
化物超标8 . 9倍。对于企业存在
的突出环境问题 ,责成相关市
环保局依法立案查处 ,责令企
业限期整改。 (李军)

销毁8000余套非法
地面卫星接收设施

为展示聊城开展卫星电视
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的
成果，打击非法销售、安装、使
用地面卫星接收设施行为，近
日，聊城开展举行非法地面卫
星接收设施集中销毁行动。现
场集中销毁各种类型的非法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8000

余套，净化广播电视传播秩序。
(凌文秀 荣刚)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邹
俊美) 11日，记者走访发现，往年
高价西红柿，今年成了平价菜，批
发价1 . 2元一斤，比往年便宜1块
多。据了解，入冬以来，晴天较多，
大棚西红柿受到足够光照，成熟较
快，产量比往年大，价格便宜。

“西红柿便宜了，两块钱一
斤。”11日，交运大市场一商贩在
招揽顾客。商贩介绍，一入冬市场
上卖的西红柿都是大棚里种出来

的，大棚菜成本高，一般价格都会
上涨，去年冬天西红柿卖过5元一
斤高价，可今年入冬后，价格不仅
没涨，还有下跌。

蔬菜批发市场一位从事5年
西红柿批发工作的李大姐介绍，
今年西红柿产量大，供过于求，价
格一直跌“别看便宜，还不好卖。”
李大姐说，他们每天收购四五千
斤，批发价格1 . 2到1 . 5元不等，每
天只能批发2000多斤，而往年批

发价两三块，每天都能批发完。
在批发市场摆摊的孙大哥家

住莘县河店镇，村里很多人种大
棚西红柿。“今年都说不挣钱，一
个大棚一季能产2万斤西红柿，如
按现在价格，不好的5毛一斤，好
的才一块，一亩地能卖一万多块
钱，但种子、浇地、施肥投入就得
七八千元，刨去成本几乎不赚钱。

“如果是今年刚盖的大棚，更是赔
钱，盖一个大棚需要至少3万。”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付红芳) 记者
从聊城市统计局获悉，2014年12
月份，聊城居民消费价格(CPI)指
数同比上涨2 . 5%，仍处于“负利
率”时期，与上月CPI增幅基本持
平。在八大类消费品价格指数中，
衣着涨幅最高为4 . 6%。食品类中
蛋类涨幅最高，达12 . 9%。

统计数据显示，和去年同期
相比，蛋类价格继续上涨，并在食
品 类 中 领 跑 ，同 比 涨 幅 达 到
12 . 9%，菜类、干豆类及制品、粮
食、水产品和其他食品类上涨幅

度较大，分别为 8 . 5 %、5 . 2 %、
4 . 9%、2 . 8%和11 . 9%，而糖类降幅
最大为6 . 2%，肉禽及制品同比下
降0 . 1%，环比上涨0 . 2%。主要随
着天气变冷，蔬菜产量下降，又恰
逢节日，市场需求量增加，致菜类
价格同比上涨幅度较大。

统计数据显示，上年12月份
八大类商品“六升二降”，其中，食
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 . 6%，烟酒类
价格同比下降0 . 5%，衣着类同比
上涨4 . 6%，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
服务类上涨1 . 6%，医疗保健和个
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0 . 5%，娱

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
比上涨2 . 6%，居住类价格同比上
涨4 . 1%，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
下降1 . 1%。

今年以来，市民普遍感受到
水果和蛋类价格太高，鸡蛋价格
一直在5元/斤左右，而三元以下
水果较难寻。最近这个月受到香
蕉、柑橘等南方水果大批上市、供
应充足的影响，水果价格同比有
所下降。此外，衣着类价格上涨也
感受比较深刻。不少市民表示，最
近蔬菜价格变动较大，整体上还
能接受。

聊聊城城上上月月CCPPII同同比比上上涨涨22 .. 55%%
鲜菜价涨肉价降，蛋价同比增幅最高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阳磊) 10日，
聊城邮政公司举行“品鉴国粹生
肖，感谢一路‘邮’你”2015乙未羊
年生肖答谢会，同时也是《拜年》
邮票的首发日。活动吸引了本市
大批集邮爱好者、书画爱好者及
学生，到场客户共计200余人。

在本次答谢会上,众多邮坛泰
斗齐聚聊城。该公司副总经理王
开峰与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
印制局副局长、资深集邮业务专
家芮书香先生共同为《拜年》邮票
揭幕。《拜年》邮票的发行象征着
中国拜年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
主图中的“欢欢”和“喜喜”也蕴含
着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寓意，具有
极高的收藏价值。

现场呈现了以十二生肖题材
为主题的产品及中国北京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周士杰先生的十二幅十二生肖真
迹作品等。

此次答谢会通过吴建坤、张
石齐两位名家签售活动，将文

化与邮政业务深入结合，扩大
了影响效应，体现了集邮专业
的转型发展，进一步活跃了集
藏市场。

《拜年》邮票聊城首发

聊聊城城邮邮政政公公司司举举行行羊羊年年生生肖肖答答谢谢会会

为了全面了解学生体质状
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5日起，
开发区实验小学为全校2100多名
学生提供了免费健康体检。

体检项目包括内科常规检
查、眼科、口腔科、外科、形体指
标等5个大项。体检结束后，学校
要求各班主任仔细翻阅每位学
生体检表，第一时间发现学生生
长发育、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反馈给家长，让家庭能够及时
帮助学生矫治、消除影响健康的
不良因素，确保学生能够安全、
健康地成长。

监测学生健康状况，是学校
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健康
体检工作的开展，既体现了学校
对学生健康负责的态度，也使学
生对自身健康有一个全面了解，
增强了学生自我保健意识。

(李长华 吕秋英)

鼎舜小学举行

观摩学习交流会
6日上午，鼎舜小学教务校

长常英带领教师一行18人到莘县
实验小学考察学习。为更深刻学
习先进经验，学校组织开展观摩
交流会。

8日上午，交流会由常校长
主持，多位教师做了典型发言，
然后大家就经典诵读展示交流
活动等方面说感受，就如何调动
学生发言热情等具体细节问题
谈体会，并结合学校实际探讨如
何创造性地借鉴先进经验为我
所用。全体考察组教师表示,要学
习借鉴莘县实小的先进经验，深
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创造出适
合自己学生的教学、管理方法，
为鼎舜教育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通过本次观摩、交流活动，
进一步开阔教师视野，这对今后
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落实新课
标理念，促进学校创建出自己的
特色，累积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赵云龙)

关注空气质量

倡导绿色出行
为了向市民宣传环保理念，

倡导绿色出行，1月9日，聊城大学
志愿者来到东昌湖边，向过往行
人宣传关于空气质量以及环保
出行方面的知识，呼吁大家爱护
环境，绿色出行。

(郭乐安 钟鑫 张旗)

健康体检。

聊城邮政公司副总经理王开峰(右一)与芮书香先生共同为《拜年》邮
票揭幕。 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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