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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效应减退，市场供应量增加

鸡蛋价格每公斤跌两块钱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记者

韩杰杰)受天气炎热产蛋

量降低、节日效应等因素影

响，8 月以来，潍坊鸡蛋价格

一直在高位盘旋。17 日，记

者了解到，“十一”过后，鸡蛋

快速“降温”，价格每公斤较

高位运行时期降低了 2 元

钱，降幅达 20%。

17 日，记者走访农贸市
场及多家超市看到，鸡蛋价

格重回“ 4 元”标杆以下，降

幅在 20% 左右。在福乐多超

市泰华店，记者看到，标价每

公斤 7 . 1 元钱的鸡蛋，吸引

了大量市民选购。据销售人

员介绍，这个价格与中秋、

“十一”期间的最高价相比，

一斤就跌了一块钱。而新华

路佳乐家超市的鸡蛋价格也

跌至了 6 . 96 元。

家住奎文门社区的刘秀

玲阿姨买鸡蛋喜欢现吃现

买，对近期鸡蛋价格感触颇
深。“每次去超市就买三两斤

鸡蛋，吃完了就再卖。平时鸡

蛋就三块五六，可到了 8 月

底，鸡蛋价格就涨到了四块

钱，本想过一阵价格会降降，

没想到到了中秋，去银座超

市一看，价格已经到了四块

五毛钱了。”

据潍坊市物价局对市区
10 个超市、6 个集贸市场价

格监测点现场采价数据显

示，7 月 1 日，鸡蛋价格每公

斤为 6 . 8 元钱。7 月中旬，价

格开始上扬，7 月 29 日，已

经达到了每公斤 7 . 4-7 . 6 元

钱。进入 8 月份，每公斤突破
“ 8 元”大关。蛋价高位盘旋

一直持续到“十一”期间。10

月 14 日，农贸市场及超市鸡

蛋平均价格为 3 . 83 元每斤，

比上周同期分别降低 8 . 4%

和 4 . 3%。

据工作人员分析，前期
天气炎热，会影响蛋鸡的生

产性能，鸡蛋供应量减少，且
天热鸡蛋不易长途运输加保

鲜。而目前天气已经转冷，蛋

鸡产蛋量有所增加，价格下

降属正常。同时，“中秋”“十
一”所带来的节日效应目前
已经减退，对鸡蛋的需求量

变小。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记
者 宋昊阳)17 日，记者走
访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

西红柿价格由一块多钱上
涨到了将近三元钱，涨幅达
到将近一倍。

17 日，记者来到南下河
蔬菜批发市场，发现西红柿
价格有了不小的上涨，每斤
价格普遍在 2 . 3 元到 3 . 0 元
左右。记者来到胜利街一家
大型超市，发现西红柿价格

达到了 3 . 58 元一斤，而该超

市里鸡蛋价格仅为 3 . 38 元

一斤。其他超市里，西红柿价

格也大多超过了每斤三元。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菜
农大量种植西红柿，导致西

红柿价格出现下跌，便宜时
只有几毛钱一斤，打击了不
少菜农反季种植西红柿的

积极性，导致了一定程度上

的上市量减少。

西红柿价格贵过鸡蛋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记者

赵磊)17 日下午，潍坊首个

以家庭为背景的快乐家族摄

影大赛活动圆满结束，并在

泰华城举行了颁奖仪式。本

次活动收到作品近 400 幅，

其中有 31 幅作品入围，并分

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颁奖仪式于 17 日下午
1 点半开始，大屏幕上展示
了一二三等奖的获奖作品，

并且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

品，其中穿插着各种舞蹈、歌

唱等精彩的节目。《好漂亮的

风车啊》、《孝心大家庭》、《从

小我就知道幸福的感觉》等

三幅作品获得一等奖。

据悉，本次活动属潍坊

首个以家庭为背景的摄影大

赛，照片不讲究专业，只讲求
是否能够体现家庭温馨、和

睦幸福的场面。所以本次获

奖作品全部是相机原片作品
和原照片扫描作品，此活动

目的在于呼吁社会和奋战在

工作岗位上的人们珍惜身边

的幸福生活，珍惜身边的每

一位亲人朋友。

活动主办方告诉记者，

现在市民的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冲淡了人们对家的概念，

很多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

人，很少有时间陪家人。他们

为了工作而忘记了和家人团

聚。孝道、爱情、亲情的概念

越来越淡。这次摄影大赛，就
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家庭和

谐，为老人、妻子、孩子创造

一个释放快乐心情的机会。

让摄影走进家庭生活

潍坊举行家庭摄影比赛

中建·大观天下盛大开盘
首推房源当日劲销 1 . 5 亿元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马

凤丽）10 月 17 日，备受市场

瞩目的中建·大观天下项目

盛大开盘。当日劲销 1 . 5 亿，

创造了潍坊房地产市场绝无

仅有的销售奇观。据了解，在

潍坊房地产史上，中建·达观

天下创下了“当日消化量”和

“当日销售额”两项最高。

此次开盘堪称潍坊的一

件盛事，在潍坊树立了品质

与价值的双标杆。当日推出

的二百多套房源在 3 小时内

便几近售罄，这足以证明项
目具备了出类拔萃的高端品
质，并得到了广大客户的高

度认可。

据资深业内人士介绍，

潍坊房地产发展经历了“黄

金十年”，最近五年正是处于
高速发展阶段。像中建·大观

天下这样的大盘对潍坊房地

产行业的引领作用是毋庸置

疑的，从当日的销售来看，

200 余套房子创下了超过

1 . 5 亿元的销售业绩，这在

潍坊房地产史上还没有过。

同时“开盘当日的消化量”也

创下了潍坊之最，在收紧的

金融政策和房地产行业背景

下能创下如此佳绩，中建·大

观天下必将成为引领潍坊房
地产市场格局，创造潍坊楼

市划时代的产品。

现场一位刚刚成为中

建·大观天下业主的客户激

动地说，“从今年 1 月中建·

大观天下正式亮相开始，每

次活动我都参加。最中意的

房子被人抢走了，但现在选

到的房子仍然没让我失望，

这么长时间算没白等。”

据介绍，作为中建地产
在潍坊的盛世之作，中建·大

观天下以世界级的建筑设计
标准、以“国家级住区典范”

的品质追求，践行潍坊城市

人居建设之理想。项目总占

地 1200 余亩，规划建筑面积
208 万平米。首期占地 257

亩，住宅建筑面积 28 万平

米，绿化率高达 42 . 68%。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开

创了潍坊首例异形柱框架剪
力墙结构，极大地提高了抗

震烈度和居住舒适性。同时，

以稀缺低密度雍景洋房、120

-280 平方米宽景大宅，满足

不同人群的居住需求。此外，

项目首开潍坊独一无二的院

落式布局，承袭新古典主义

建筑风格，以开放有序的多

元组团，成就建筑群体气质。

中建地产作为“国家级城

市运营商”，从成立伊始便站

在城市运营的高度，以“国筑

臻品，荣享一生”的品质追求，

坚持不懈地谋求人居品质的

最高境界。该项目位于市府东

南，其市政府、奎文区政府、高

新区管委会“三府合围”的地

缘优势让其它项目难以企及，

顺应了城市行政中心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之势，力求打造

“城市生态宜居中心”。

16 日，“大洋杯”马术比赛在浮烟山国际风筝放飞场举行，比赛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分别

为 3000 米竞速和 1500 米竞速，7 个马术代表队的 26 匹马参赛，许多马匹都有着贵族血统，其

中包括俄罗斯奥尔洛夫血统、英纯血统、伊犁马血统等。据悉，这是潍坊首次举办马术比赛。

本报记者 孙翔 摄影报道

浮烟山上赛马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