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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民生

为加一箱油跑了四处加油站
柴油闹“油荒” 柴油车“渴”得难受

商场购物刷卡越来越常见

没有一米线，刷卡心慌慌

明年 6 月取消免费一次性日用品

酒店市民多支持“自带”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周广聪)近日，省经

信委、省节能办等部门联

合下发通知，自明年 6 月
1 日起，在山东省境内的

宾馆酒店行业将正式取

消免费提供一次性日用

品。24 日，记者采访了市

区几家酒店及部分市民，

多数人表示支持，也有人

认为可能会带来不便。

24 日，记者走访了市

区多家宾馆、酒店，几乎

所有宾馆都会提供一次

性用品。在通达路一家经

济型宾馆里，工作人员介

绍说，提供一次性用品也

是为了方便旅客，如果不
提供，难吸引顾客。

而市区金雀山路一家

酒店早就实行了一些减少

一次性用品的措施。工作人

员称，原则上不提供一次性

洗漱用品，并且贴有相关提

示。“但如果顾客提出来要，

我们也会提供。”同时，几乎

所有酒店都表示，提供一次

性用品确实浪费，酒店的成

本高，不鼓励使用一次性用

品。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

了多位市民，有少数市民

表示可能会带来不便，但

是多数市民对此表示支

持。他们认为，用一次性

用品既浪费也造成了不
必要的环境污染。“对酒

店提供的一次性洗漱用

品的质量不太放心，以前

我就习惯带着自己的洗

漱用品，用的习惯也放

心。如果真的取消，也符

合提倡节约、低碳的趋

势。”在市区一家宾馆里，

出差来临沂的郑先生告
诉记者。

甘蔗产量下降

食糖价格半月涨两成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孟君 )经历了绿

豆、大蒜、生姜的涨价风

波，近日，食糖也加入了

涨价大军。24 日，记者走

访发现，近期普通白糖价

格连续上扬，白砂糖的价

格已经涨至 4 .8 元/斤。

“白砂糖 9 . 6 元一公

斤，国庆时才 8 元左右，

半个多月价格差不多涨

了两成！”24 日上午，在沂

蒙路一超市内，正打算选

购白糖的市民吴女士感
慨地说，虽然一斤涨了 1

元左右，可是对于糕点

店、饭馆等经常需要用白

糖的地方，无疑是增加了

经营成本。

虽然只是调味用，但是
白糖在市民的生活中还是
必不可少的。在袋装食糖的

货架上，记者看到，400 ～

500 克装的袋装白糖价格
在 2.9元至 5元之间，绵白

糖的价格则涨到 5 元至 6

元之间。正在超市买白糖的

周女士说，以前一袋白糖的

价格和盐差不多，现在贵了

不少。

此外，周女士告诉记

者，最近她还发现很多糖

果、糕点的价格也提高了，

“很多糖果一斤就涨了 2到
3 元，虽然白糖涨价对我们

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但一

旦以糖为原材料的食品都

跟着涨价，那影响就大了。”

周女士说。

对此，超市的工作人员

介绍，虽然已经接到了食糖

涨价的通知，但目前超市的

零售价还没有明显变化，库

存食糖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的销售。至于白糖涨价的原

因，工作人员分析，主要是
上半年蔗糖产地遭遇了干
旱，甘蔗产量下降，导致了

供求不平衡，当然也有可能

与炒作有关。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

者 王健)“现在柴油太难加

了，每次只能加 100 元。”为

了加柴油，沂南跑货运的邵

师傅这几天有些苦恼。记者

了解到，中石化、中石油加油

站目前限量供应柴油，一些

小的民营加油站直接没有柴
油了。

邵师傅在沂南跑运输，

每天的柴油用量比较大，这

几天的柴油紧张让他很发

愁。由于限量供应，要想加满

油，他要跑 4 个加油站。“柴
油紧张已经影响到日常的运

输了。”邵师傅说。

24 日，记者来到位于省
道 227 上的一家加油站，前

来加油的大卡车已经排成了

长队，很多大卡车司机抱怨

柴油不好加。在市区，记者调

查了解到，由于市区多是轿

车，柴油用量相对较少，柴油

需求量并不大，但是不少加

油站的柴油也是非常紧张，

一些小的民营加油站甚至没

有柴油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造成

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高位震荡，炼油成本增加，

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还有

部分炼油厂停产检修，减少

了柴油供应。其次市场需求

转旺，增加了柴油消费。此

外，预期油品价格上调，囤

积待涨加剧了资源紧张。而

柴油价格出现批零倒挂，经

营者处于亏损的境地也是原

因之一。

据了解，山东省经信委
22 日下发《关于抓紧做好当

前成品油供应工作的紧急通

知》，决定从 23 日起实行
成品油市场供应日调度制

度，以掌握每天一次成品油

存货、销量和需求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通讯员 朱飞 记

者 田慧 ) 1 0 月 1 9

日，郯城县良种繁育

场测试的水稻高产创

建田最高亩产达 717

公斤，这是郯城水稻

2009 年勇夺全省第一

后的再次摘冠。

19 日下午，省农
业厅水稻高产创建实
打验收组来郯城县对

高产创建项目进行实
打验收。在该县良种

场， 10 亩选用自主选

育水稻新品种“阳光
600 ”的高产攻关田，

经专家组现场实打测
算，最高单产 717 公

斤。

2009 年，该县被

省农业厅列为水稻高

产创建示范县。自承

担水稻高产创建项目

以来，共建成十亩高

产攻关田、百亩示范

方、万亩示范片各一

处。高产创建中，科

学选用“阳光 600 ”

等优良品种；重点推

广增加栽插密度，提

高亩墩数，推广旱育

秧技术、测土配方施
肥、增施商品有机肥

技术、扩行少本栽培
技术和统防统治、绿

色植保技术等“一增

四推”技术，为圆满

完成高产创建任务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临沂市人民医院
近日派出 13 名博士医

务工作者到沂蒙革命
老区腹地的莒南县大

店镇，为当地群众送医

送药送健康。同时，博
士们还调研考察了当

地公共卫生发展情况，

提出了保民生、促发展

的合理建议。图为专家

在为大店村民义诊。

通讯员 刘伟
记者 张涛 摄

博士下乡

送健康

最高亩产

达 717 公斤

郯城水稻单产

再夺全省桂冠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孟君)随着银行卡

的普及，刷卡消费也越来

越常见。但记者走访发

现，目前多数商场收银台

前都没有设置“一米线”，

尤其在高峰期时，收银台

前排起长队，顾客人贴人

的排队埋单，让不少刷卡

结账的市民感觉“不安

全”。

24 日中午，在市人民

广场附近的一家超市，每

条购物通道的收银台前

都排满了准备结账的市
民。在一收银台旁，记者

观察到，20 分钟内，有十
几名市民通过，其中有 4

人刷卡付费。由于排队的

市民每人之间距离很近，

有些刷卡的市民在输入

密码时，都会刻意地将
POS 机拿到远离身后市

民的地方。

家住兰山区的市民

秦女士告诉记者，排队时

由于人和人的距离太近，

输密码的时候总感觉到

身后有人在看。“如果能

像银行一样，在收银区域

划定一条黄线就好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

市区其他几家商场超市，

但发现，收银台前都没有

设置一米线的等待隔离

线，刷卡结账的市民都是

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队。

对此，记者咨询了超市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能否在

超市收银刷卡处也划定一

条黄线，让市民在结账时更

有安全感。但工作人员表

示，由于收银台的地方有

限，难以划定“一米线”。建

议市民在排队结账时，注意

距离，为前面刷卡的市民留

出安全区域，以保护个人隐

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