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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进行时

柚子苹果大量上市

抓紧吃水果吧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王倩） 水
果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还能帮助消化，
记者近日走访了济南市部分水果市场了
解到，这个时节的水果品种可真不少，刚
上市的柚子、苹果，再加上冬枣、葡萄、石
榴等，市民可选择空间比较大。

22日一大早，市民赵女士到社区菜市
场挑选了一个柚子、两斤冬枣，爱吃水果
的赵女士表示，这个季节是她最喜欢的，
天气凉爽适中，而且还能吃到很多种水
果，“价格也还算公道，水果一定要多吃。”
赵女士说。

记者在棋盘社区菜市场转了一圈，
看到市场上销售的水果确实比较多，除
了最新上市的柚子、苹果之外，冬枣、石
榴、猕猴桃、葡萄、黄金梨等都在销售。在
价格方面，除了苹果今年零售价格偏高
之外，其它水果的价格都比较亲民。

水果商贩范先生介绍，现在正是柚
子大量上市的季节，现在每斤的零售价
在3—3 . 5元之间，与往年价格基本持平。
而冬枣的价格，与往年相比要低很多，譬
如葡萄、石榴等水果的价格也基本与往
年持平。

在堤口路果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
正在销售的水果种类更要多一些，销售
数量最多的仍然是苹果、冬枣、柚子。水
果批发商韩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柚子每
斤的批发价在2—2 . 5元之间，在市民可
接受范围之内，所以这几天销量特别好，
除了零售商贩批发之外，很多市民来购
买，“一次就能买七八个，也不会超过50

元钱，很合适。”韩先生说。
据了解，每年的九十月份，是很多外

省水果集中上市的时间，从现在开始，例
如橘子、橙子、海南西瓜等都将陆续上
市，市民选择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乳制品纷纷打折

消费者兴趣不高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郑晓云） 近期，在济南的各大
超市，不少品牌的乳制品纷纷打折促销。
据济南市商务局监测显示，济南市上周
奶制品平均零售价124 . 25元/公斤，环比
下跌1 . 11%，同比上涨13 . 4%。

22日下午，记者在舜耕路的一家超市
看到，不管是纯牛奶、酸奶还是奶粉，都有
很多在打折，买一赠一、半价促销的宣传
标牌随处可见。“打折卖得也不好”，一位
促销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成袋的奶卖
得还行，瓶装的奶打折也卖不出多少。”

根据济南市商务局监测到的数据，
济南市上周牛奶平均零售价12 . 36元/

升，下跌幅度最大，酸奶、国内外的婴幼
儿奶粉以及成人奶粉，价格都是稳中有
跌。“最近几周，奶价持续回落，主要是受
进口奶粉的冲击”，济南市商务局的相关
工作人员在分析原因时表示。

以后也能吃上

济阳产丹麦曲奇了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杨擎） 22

日上午11时，丹麦丹尼诗特色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丹麦丹尼诗）与济阳县政
府正式签订投资协议。整个工厂预计
2015年3月份开建，2016年年底投入生产。
据了解，这是丹麦丹尼诗公司在中国设
立的第一家丹麦曲奇工厂。

据悉，丹麦丹尼诗旗下拥有全球著名
的丹麦曲奇品牌——— Danisa皇冠丹麦曲
奇。目前，丹麦丹尼诗在丹麦和印尼都设
有工厂。一般情况下，产品从丹麦进口至
中国需要60天左右，从印尼运至中国则需
要5-10天。

济阳县济北工业园区作为山东省食
品工业基地，拥有先进完备的生产条件，
统一的水、气、电等配套设施、现代化的污
水处理系统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
便捷的交通也大大减少了产品原材料的
运输成本，正好符合丹麦丹尼诗投资的条
件。

粮食局局长

今天到12345接热线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刘雅菲）
22日，记者从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
获悉，今天下午3:30，市粮食局党委书记、
局长侯秉山带领有关人员到12345热线
接听市民来电，听取市民关于粮食质量
安全、产业发展与改革以及机关政风行
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市民可拨打12345、发送短信（106-
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市长信
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12345官方微博微
信参与。

槐荫、长清新增
10多处抓拍点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张泰来）
记者从济南交警支队了解到，22日，槐荫
长清两区新增10多处电子抓拍系统，并
于当日启用，开始抓拍相应违法行为。

交警介绍，槐荫区新增的3处抓拍
设备为球形摄像头，具体点位都在西
客站片区，分别为顺安路与日照路、顺
安路与西客站西广场，主要抓拍违法
停车行为。

长清区新增多处电子警察抓拍点
位，主要抓拍闯红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等违法行为。提醒行经此处的驾驶员遵
章文明驾驶。

●●看看您您关关心心的的

交水费可跨区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刘娇娇） 22日，记者从济南水
务集团获悉，济南市水务集团对市区与
高新区水费收缴业务进行升级，今后市
民可跨区交水费。

据济南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实现济南市供水服务无缝衔接，继
济南市四区实现每个区2个水务营业大
厅后，济南水务集团继续提升服务举措，
对供水营业系统进行升级。

升级以后，各区供水营销系统全面
联网，今后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
区、西客站及高新区的总、户表用户不再
受区域的限制，可以跨区交水费。

该负责人还介绍，济南水务集团还
通过不断增加营业大厅，同时联合建设
银行、邮政储蓄、齐鲁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中信银行的近900个银行网点实现水
费代扣，还通过支付宝、山东公共缴费平
台来收缴水费，“市民足不出户便可交水
费。”

周六到中心医院就诊

“挂号费”全免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李钢） 为
庆祝济南市中心医院建院60周年暨综合
病房楼启用，该院定于10月25日举行大
型义诊系列活动。当天8点至17点，所有
就诊患者到该院任何门诊科室就诊，一
律免挂号费和诊疗费。

当天8:00—11:30，该院还将在医院门诊
楼二层平台开展医疗咨询活动。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蒋龙龙） 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的中国·济南2014泺口
服装文化艺术节还有很多大
奖等市民来抽。其中还包括3
辆价值近5000元的山地车。
本次服装节将持续到26日，
想抽大奖买衣服的市民一定
要抓紧时间。24日，服装城还
将举办论坛，共话服装城发
展。

2014中国·济南泺口服装
文化艺术节于17日上午拉开帷
幕，服装节共持续10天。到22日，
泺口服装节已经持续了6天。在
这6天里，服装城吸引了大批市
民前来购物，还有不少顾客从
省内其他城市专门赶来。

在这6天内，服装节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回馈
顾客。10月20日，泺口服装城

推出“穿比基尼抢羽绒服”活
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参与。22
日举办的红叶老年人演出活
动，更吸引了超高的人气。

为了回馈市民，市民在服
装节期间到泺口服装城可享
受打折优惠。据服装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服装文化艺术
节期间，“全部商品折价促销，
冰点价格，比网购还便宜。”泺
口服装城会保障商品的质量，

“7天内因质量问题保退保换,
免除顾客的后顾之忧。”

此次，在服装文化艺术节
期间，凡在商场单店购物满200
元，由业户赠送抽奖券1张，
100%中奖，包括山地车、电瓶
车、三星平板电脑等奖品。据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特等奖品牌
山地车5辆价值4998元，一等奖
品牌电瓶车10辆价值2999元，二

等奖三星平板电脑30台价值
1499元。服装城还为市民准备
了羽绒服、羊毛衫、女装、裤子、
运动服、童装、鞋、雨伞、洗衣
液、餐券、T恤衫等奖品。

为了让市民不空手而
归，现场还准备了水杯作为
纪 念 奖 ，参 加 抽 奖 市 民 可
100%中奖。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抽奖活动奖池还剩下诸
多大奖，“等着市民来抽。”其
中包括3辆美利达山地车，4
辆阿米尼电动车，9部平板电
脑。

24日，泺口服装城还将举
办“创新商业模式，助力品牌
全渠道运营——— 2014中国服装
品牌市场发展论坛”，邀请相
关的专家对中国的服装行业
发展、泺口服装城的发展趋势
进行讨论。

泺泺口口服服装装节节很很多多大大奖奖等等您您来来抽抽
服装节还剩4天想买衣服抽大奖抓紧了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喻雯） 银十马上结束，政

策调整期的市场如何？近日，
山东世联统计显示，今年1到
9月份，济南住宅供应量为
51239套，同比增加16 . 6%。
成交量为34806套，同比下
跌1 . 4%。市场供需矛盾下，
四季度仍是各大楼盘的销
售冲刺阶段，市场的首要任
务是消化库存，而楼市的整
体表现则较有可能继续保持
平稳。

近日，山东同圆集团与
山东世联共同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在各自所涉及的房地
产服务专业领域积极与对方
展开合作与探讨。除传统业
务外，双方未来还计划针对
绿色建筑、养老地产等新兴
课题开展共同研究和战略合
作。

在签约仪式后，山东世
联总经理朱江对济南房地
产近期表现和市场走向做
了分析。朱江认为，受9月30

日央行政策利好，济南楼市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的成交
量出现比较可观的增长，节
后虽有所冷却，但相比9月
同期仍体现增长态势。各大
商业银行的相关配套政策
出台之前，业主仍将选择以
观望的态度为主。所以四季
度仍然是各大楼盘的销售
冲刺阶段，市场的首要任务
是消化库存，而楼市的整体
表现则较有可能继续保持
平稳。

前九月住宅成交同比下跌1 . 4%

消消化化库库存存，，房房价价无无大大涨涨动动力力

周末的泺口服装城引来大量市民前来购物。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杜洪雷）
24日（本周五） 上午9:30-11:30，济南公
安将在全局范围内开展“警营开放日”系
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警营、体验公安工
作等，加深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了解和支
持，欢迎市民踊跃参与。

济南警营明日开放

果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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