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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秋秋刚刚过过，，蛋蛋价价猛猛跌跌近近一一元元
节前每斤5 . 2元，一周之内跌到4 . 3元

几天内涨跌一元

经销商直呼波动大

本报9月24日讯 (见习记
者 吴江涛) 7月下旬以来，
鸡蛋价格连涨两月。如今中秋
节刚过去，鸡蛋价格便迅速转
入下跌模式。截止到9月24日，
烟台市场上的鸡蛋价格已从
节前的每斤5 . 2元降到每斤
4 . 3元上下。在四天左右的时
间里，鸡蛋价格降了近一元。

9月24日，记者走访了市区
的烟大、三环等农贸市场以及
部分超市。在几家农贸市场，普
通鲜鸡蛋的价格基本都回落到
每斤4 . 3元，价格最低的红利市
场则降到了每斤4 . 2元。市内超
市的鸡蛋价格略高，在每斤4 . 5

元上下徘徊，最高的也已回落
到每斤5元以下。

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节
前鸡蛋价格保持在每斤5 . 2元
的高价，中秋一过，就立马跌
到了每斤5元以下，最多一天
能降五毛，假期结束后，鸡蛋

价格继续保持了下滑趋势。记
者采访时，市场上的鸡蛋价格
大都降到了每斤4 . 3元。

“前一段时间，我都是按
个买。”家住莱山区的刘女士
告诉记者，中秋节前鸡蛋价格
比较高时，自己每次只买一两
个鸡蛋，最近鸡蛋价格大幅下
跌，刘女士开始一次买几斤
了。不过，经销商表示，最近几
天鸡蛋的销量比节前少了很
多，“节前每天卖10筐左右，现
在也就六七筐。”

据了解，随着中秋节过
去，月饼厂不再大量采购鸡
蛋，鸡蛋供应量紧张的状况大
幅缓解，再加上不少市民目前
还存有节前的鸡蛋，最近鸡蛋
的需求也在大幅减少。

“4块3算是比较正常的价
格，应该不会再大幅下跌了，
周末‘十一’临近，还有可能会
小幅回升。”经销商李先生说。

在采访中，不少经销商表示，虽
然价格波动每年都很普遍，但今年的
蛋价波动显然有点不正常。

据了解，今年6月末7月初，鸡蛋
价格每斤3 . 3元左右，7月下旬，一周
左右的时间里蛋价涨了一元，达到每
斤4 . 3元。8月下旬，蛋价又在五天时
间内涨了一元左右。如今蛋价回落，
更是在三四天时间里回到每斤4 . 3元
的价位。

据经销商介绍，如今鸡蛋的价格
水平和去年相当，涨跌的时间也差不
多，但是去年鸡蛋的价格变化幅度却
比较小。“今年一是涨得快，二是幅度
大，前几天一天最多降4毛。”一位经
销商说。

据了解，去年7月，鸡蛋价格从每
斤3 . 5元上下开始涨，涨到每斤4元上
下，5毛钱的涨幅历时近半个月。即便
是8月份价格最高时，以及中秋国庆
过后的价格回落时，也基本是每天一
两毛的涨幅。

面对如此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很
多经销商认为，前半年鸡蛋价格一直
偏低是主要原因。而年初的禽流感也
使今年鸡蛋的供应量至今不太稳定，
导致价格波动大。见习记者 吴江涛

彩虹服务队

保农民秋收用电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朱兆兵) 近日，海阳市
供电公司彩虹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
地头，向农民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
料，对配电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检查，
全程服务指导农民“三秋”用电。

倾心服务

大工业客户用电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朱兆兵) 入秋以来，海
阳市供电公司及时对全市大工业客
户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义务帮助客户
制定科学合理的用电方案，确保全市
大工业客户安全可靠用电。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安全，自2月
份以来，烟台海关按照海关总署和青
岛海关的统一部署，开展“绿篱”专项
行动，加强进口固体废物监管，严厉
打击洋垃圾走私。

据了解，本次“绿篱”专项行动是
海关总署为贯彻落实中央对打击洋
垃圾走私、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
指示精神，集全国海关之力，联合各
地方、各部门力量，开展的一场有重
点、有力度的打击洋垃圾走私的联合
行动。

此次“绿篱”专项行动，将重点打
击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所列
的废矿渣、废催化剂、废轮胎、废电
池、电子垃圾等工业废物，以及旧服
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和
危险废物等，此外还有采用藏匿、伪
报、利用他人许可证等方式走私不符
合环境控制标准的进口固体废物。

据了解，绿篱行动开展以来，烟
台海关共查办固体废物走私违法案
件3起，案值2000余万元，退运涉案固
体废物2 . 3吨，交由环保部门做无害
化处理固体废物共263 . 47吨。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王继斌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代曼 ) “旅游者要爱护旅游
资源，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
范，否则旅行社可以随时与
其终止合同。”9月 2 4日，记
者从市旅游质监所了解到，
10月1日《旅游法》将正式实
施 ，为 保 障 旅 游 者 合 法 权
益，近日将出台新版旅游合
同，除了详细介绍旅游费用
构成外，还将把“文明出游”
写进合同文本。

“新版旅游合同中的出游
信息会更加透明细化。”江山
国旅总经理乔仁磊介绍，虽然
现在烟台的旅行社还没采用
新版合同，但各主要旅行社负
责人已见过新版合同的范本，

“有个笑话就是说新合同的信
息多的，说以前去总部领100

份合同，随手塞在挎包里就回
来了，这次领100份就得拿麻
袋扛回来了。”

据介绍，新版合同中有关
自费、购物等问题处理细则都
消失了，想购物的游客需要和
旅行社签订临时协议。但新版
旅游合同将《旅游法》的诸多
关键信息列入到条款中。“新
合同中费用说明特别详细。”
乔仁磊说，游客在出游前签署
合同时可了解到游览内容与
费用的构成。如条款明确了旅
游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
餐饮费、景区景点的第一道门
票费、导游服务费及合同约定
的其他费用。

同时，以往旅游合同中惯
用的“准几星”、“仅供参考”、

“以某某为准”、“超豪华等级”
等不确定性用语都不能出现。

出发前，旅行社要向游客提供
《旅游行程单》，出发地、途经
地、目的地，交通、住宿、餐饮
等旅游服务安排和标准，游
览、娱乐等项目的具体内容和
时间，自由活动时间安排，地
接社信息及地接服务人员的
联系电话都要在行程单中一
一明确。

在文物古迹上乱写乱画，
景区游览随处丢垃圾，游玩不
遵守园区规定……这些不文
明行为在旅游过程中经常可
见，但《旅游法》正式实施后，
在景区涂写“到此一游”就是
违法了。10月1日《旅游法》将
正式实施，“文明出游”也将作
为附件纳入旅游合同。旅游业
内人士认为，将“文明出游”纳
入旅游合同是新版合同的一
大亮点，“如果旅游过程中，游
客出现不文明行为，旅行社可
以终止合同。”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王继斌) 近日，
烟台海关查获一起进口牛皮
革伪报品名夹藏案件。9月8日,

莱阳市某公司向该关申报进
口 经 鞣 制 的 非 整 张 牛 皮 革
40500公斤，货值86046美元。

经海关布控查验发现，实
际货物为经鞣制的非整张牛皮
革3640公斤，夹藏旧的皮衣皮草
2000余件、2680公斤，属国家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夹藏经鞣制的
整张牛皮革34080公斤，涉嫌伪
报品名低报价格偷逃税款。现
已移交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他们申报进口的是非整
张牛皮革，却夹藏着旧皮衣和
整张牛皮革，这就是所说的

‘伪报品名'。”烟台海关查验处
工作人员路天鹏说，这批货物
是从韩国仁川运过来的，装在
两个长约40尺的集装箱内。

“查验关员进入集装箱发
现，里面夹藏着的旧皮衣和整
张牛皮革。旧皮衣属于国家禁
止进口固体废物，属于洋垃圾
的一种。”路天鹏说，整张的牛
皮革比非整张牛皮革价格高
很多，牵涉到海关的完税价格

税款也要高很多。
在海关监管仓库，记者看

到，2000余件旧皮草堆起一大
垛，一摞一摞的整张牛皮革摆
放在那里，50多米长的仓库被
皮革占了一大半。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以前从未查处过涉案
价值这么大的类似案件。

“这种违法行为，一是违
反国家固体废物进口的有关
规定，二是涉嫌偷逃税款。”路
天鹏说，“目前，烟台海关开展

‘绿篱’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洋
垃圾走私。这次走私涉案价值
很大，牵涉到的税款也很大，
是这几年没见过的，他们怀着
侥幸心理想瞒天过海，胆子真
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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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海关开展

“绿篱”专项行动

乱乱写写““到到此此一一游游””将将要要担担责责
新版旅游合同10月起启用，“文明出游”将写进合同文本

夹夹藏藏洋洋垃垃圾圾，，想想瞒瞒天天过过海海被被查查
烟台海关查获一起最大走私旧皮草案件

国庆旅游有困惑

拨打本报电话吧

“为什么价格会涨”、“想
买东西怎么办”、“签的合同与
以前有啥不一样”……10月1

日旅游法将正式实施，不少读
者打来热线反映，对于旅游法
的条款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还不太了解，而且对如
何选择新线路及签订新合同
也存在疑惑。

本报将开通节前出游咨
询热线，您在旅游报名以及旅
游途中遇到的问题，都可告诉
我们，我们将邀请烟台市旅游
部门、各主要景区及各大旅行
社的相关专家为您详细解答。
咨询电话：18660095767

新旅游法解读

相关链接

海关监管仓库里堆满了查获的牛皮革，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面的标签。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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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市场的鸡蛋摊位。(资料图) 见习记者 吴江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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