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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购票即将迎来高峰

网网上上购购票票数数超超过过窗窗口口上上千千张张

价格异常波动
及时发出预警

乐陵>>

严防年节腐败

陵县>>

检查肉食品市场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陈兰兰)
8日，记者从德州火车站了解到，

春运购票即将迎来高峰。据工作人
员统计，进入一月份以来，网上购
票成为市民首选，平均每天网络
购票的张数比窗口购票多1 0 0 0
张左右。1月1 1日可以购买除夕
当天的火车票，预计当天会迎来购
票高峰。

“一般会在网上预订、支付，然
后再去窗口取票。”德州学院大三
的学生张爽说，最近赶上“考试
周”，每天的复习时间都会超过10
小时，根本没时间去窗口买票，网
络购票成为学生的首选，没有网上
银行的同学也会选择电话购票，然
后再去窗口取票。

“1月 1 1日可以购买除夕当

天的火车票，预计当天会迎来购
票高峰。”德州火车站的工作人
员说，7日，窗口售票3609张，网
上售票4783张，自一月份以来，
平均每天网络购票的张数比窗
口购票多1000张左右。

铁路部门对互联网、电话订
票的起售时间做出调整，在原有
8：00至18：00 (除14：00外)每整点

放票的基础上，增加 9：3 0、1 0：
30、12：30、13：30、14：00、14：30
六个放票时间点；二是所有“G”
字头列车车票起售时间由11：00
移至14：00，“D”、“C”字头列车
车票起售时间仍为11：00，保持
不变。为此德州东站所有“G”字
头列车车票起售时间由11：00移
至14：00。

此外，德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提醒，通过电话预订车票的旅客
可凭订票时乘车人有效身份证
件，到全国任一车站窗口或代售
点换取已订车票。电话订票的取
票时间为：当日12：00前已订车票
于第二日12：00前取有效；当日12：
00后已订车票于第二日24：00前取
有效。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汤树静) 近日，德州市

物价局部署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
管工作，保障市场供应，发现价格
异常波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会
及时发出预警。

德州市物价局成立节日价格
监管领导小组，加强粮油肉蛋菜奶
等群众生活必需品以及交通、旅游
景点价格监测，密切关注大型超
市、大型集贸市场和重点生产经营
企业的价格变化，发现价格异常波
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采
取措施。

加强市场检查力度，着力整治
价实不符、搭售商品等问题。重点
加强对粮油肉蛋菜等群众生活必
需品，交通运输服务，与旅游相关
领域的价格监督检查。查处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
行为，经营者恶意囤积行为，以及
其他合谋涨价、变相涨价、牟取暴
利等行为。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祝青) 据禹城市物价

局监测显示，8日禹城市鸡蛋价格
每斤4 . 5元，较一周前涨了3毛钱。

禹城市物价局工作人员分析，
近期寒冷雾霾天气对蛋鸡生长不
利，毛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
降。此外春节临近，居民备货心理
增强，加之食品加工业对鸡蛋用量
增加，鸡蛋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
化，求大于供的现象明显。

工作人员分析，鸡蛋价格虽然
呈上涨趋势，但不会暴涨。一方面
天气寒冷加之霾雾天气笼罩，运输
受阻，商家收购的行为不会特别集
中，也不会导致迅速且大幅拉动价
格上涨；另一方面，如果鸡蛋价格
出现大幅上涨，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将会转移，鸡蛋需求将会减弱。

鸡蛋涨得快
一周贵3毛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孙景雷) 据乐陵市物

价局价格监测数据显示，乐陵市城
区三个集贸市场的蔬菜品种，六成
价格上涨。

与前一周相比，市场监测的近
20余个品种中，有13种蔬菜价格上
涨。其中，上涨幅度较大的三种蔬菜
分别为香菜、茴香、散叶生菜，目前
价格每公斤分别为4 .26元、4 .01元、
4.4元；下降的两种蔬菜为小白菜、番
茄，目前价格每公斤1.3元、4.87元。

据乐陵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
绍，近期持续低温天气，造成本地
蔬菜上市量减少，同时给交通运输
带来影响，外省蔬菜运输吞吐不
畅，多种原因造成菜价整体上扬，
工作人员预测部分蔬菜品种价格
还有上涨空间。

六成蔬菜品种
价格出现上涨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孙
婷婷) 8日，记者从德州市商
务局获悉，为保障春节期间市
场供应，各县(市、区)商务主管
部门要针对“两节”期间城乡
购物集中、消费需求多样、雨
雪冰冻天气多发等影响市场
运行的重要因素，组织当地
大 中 型 商 场 、购 物 中 心 、超
市、专卖店、各类市场和餐饮
住宿等商贸流通企业，研究
制定节日供应计划和应急预
案。

各相关部门要依托发挥

批发市场、配送中心、大型超
市和农贸市场等仓储储备功
能，落实应急商品集散地和供
应点，健全应急商品投放网
络。要增强防范雨雪冰冻等极
端恶劣天气能力，落实鲜活农
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确保
应急商品运输渠道畅通，保障
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正常供
应。

同时，要指导商贸流通企
业适应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积
极拓宽进货渠道，加大产销衔
接力度，提前组织品质优良、

特色鲜明、物美价廉的商品货
源，集中投放上市，丰富节日
市场。突出抓好粮、油、肉、蛋、
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认真落实政府储备，适当
增加商业储备，适时投放市
场，确保市场货源充足，价格
基本稳定。

“紧紧抓住节日消费旺季
有利时机，突出地方特色，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
促销活动，扩大商品销售，促
进城乡消费。”德州市商务局
工作人员介绍，要策划举办各

种商品展销会、供货会和特
卖、巡展活动，开展专业特色
商品集中展示、展销，组织优
惠让利酬宾活动，最大限度地
方便和吸引群众挑选购买。组
织指导餐饮服务企业突出喜
庆、团圆、祥和的文化内涵，办
好年夜饭、团圆餐，推出适合
不同消费层次的特色美食和
节日餐饮，开展地方名特菜
品、小吃品评活动。开展新兴
消费体验活动，倡导推广绿色
消费、网上购物、信用消费，扩
大服务消费。

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

各各大大卖卖场场都都要要制制定定应应急急预预案案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李智勇) 8日，记者了解到，乐陵市纪委

将启动春节期间“三公一奢”专项整治，对
春节期间存在公款送礼、公款吃喝等奢靡
浪费行为的党员干部，一经核实，将一律
先免职再调查处理，并视情况追究所在单
位主要领导责任。

乐陵市纪委下发通知严防“年节腐
败”，严禁公款送礼、公款吃喝等奢靡浪费
行为；组织18个乡镇、街道和所有市直各
单位部门的“一把手”参加集体谈话会，要
求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做到不用公款送礼、
不用公款吃喝、不用公款旅游，杜绝奢侈
浪费，自觉做到慎独、慎初、慎微。

对顶风违纪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严肃
处理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并
及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婷婷) 春
节临近，陵县商务局联合县食安办、公
安局、工商局、质监局、畜牧局等部门
开展春节前肉食品市场专项检查行
动。

执法人员对肉制品进货渠道、屠宰
环节、流通环节、餐饮环节等检疫情况
进行了详细检查，重点检查肉品的购进
渠道是否正规、章证是否齐全、质量卫
生是否符合标准要求、进货检查验收台
账制度是否健全、索证索票是否齐备等
情况，并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
改措施，全力保证春节期间老百姓吃上

“放心肉”。
据悉，陵县商务局将根据此次摸底

检查情况制定肉品专项检查方案，确保
春节期间肉品肉质安全、供应稳定。

县域快讯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王兵 ) 夏津县法律援助中心从
去年12月下旬起，将重点工作建立在
积极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提供专项维权
服务方面。

夏津县开通了农民工法律援助
维权“绿色通道”。对于农民工有关
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等方面的
来电、来访咨询，做到热情接待，耐
心解答。对于农民工集体讨薪的案
件，如果基本事实清楚，中心采取先
行介入制度，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注
重理顺情绪，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引
导广大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避免农民工作出违法
或 过 激 举 动 而 影 响 社 会 稳 定 的 行
为。

夏津>>

帮农民工维权

8日，在新湖风景区向西望去，一大片“云彩”将太阳遮住，仔细一瞧，原是城区西侧的几大烟囱在作怪。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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