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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元旦春节期间价格监管更严了

优优惠惠价价折折扣扣价价不不能能随随意意标标

齐鲁壹点

德州天气

今天：多云转晴，-5℃～3℃

明天：晴，-9℃～4℃

（德州气象台提供）

本报1 2月3 0日讯 (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杨军志 )
30日，德州市物价局下发《关于
规范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行
为的提醒告诫函》，在元旦和春
节即将来临之际，各商家须严
格执行价格法律法规，明码标
价，严禁利用价格变相涨价。

其中规定，各经营者在出
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应当严
格按规定明码标价，并使用统

一监制的商品标价签和价目
表。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
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晰、货签
对位、标示醒目，价格变动时及
时调整。价签和价目表的内容
不得漏标、错标、模糊不清，不能
使用两套标价方式并高价结算，
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或者收取
未标明的费用。销售处理商品时
必须标明处理品及其价格。

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或者

通过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以各
种方式合谋涨价，不得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囤积商品，导致商
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

通过报刊、电视以及街道
横幅和店堂内外发布有价格内
容的广告宣传，内容应当符合
有关规定，不能使用欺骗性或
误导性的语言、文字、图片等，
不得标示无依据或无从比较的

“优惠价”、“折扣价”、“处理

价”、“最低价”等价格术语误导
消费者。

客运车站、出租汽车公司、
公交公司等客运单位要自觉规
范价格行为，维护交通客运市
场的价格秩序，严禁利用假日
交通繁忙之际乱涨价和变相涨
价。医院门诊、医药经营门店销
售的药品和医疗服务要严格执
行明码标价规定、国家规定差
价率和政府定价。

本报1 2 月3 0 日讯 (记者 张
磊) 元旦就要来临，30日，记者从
多家酒店获悉，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酒店元旦夜宴预订情况相对冷
淡。酒店特色活动少、市民酒店过
年认可度低是新年夜宴遇冷的主
要原因。

“中国人有过年在家团圆的
心理倾向，所以推出的活动也以
普通家宴为主。”德城区一星级酒
店大堂经理王先生说，今年预订
只有10几桌。高地世纪城周先生
说，星级饭店排场，适合正式宴请
客人，家宴则适合一些经济实惠
又有特色的饭店。

元旦假期临近，火车站将迎来一个出行的小高峰。12月30日，德州火车站候车室内有不少市民为避开
客流高峰，选择提前出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出发

本报1 2月3 0日讯 (记者
徐良) 元旦将至，各车站迎来
客流高峰。12月30日记者了解
到，元旦期间高铁德州东站将
增加8列临客，汽车客运中心
增设30辆加班车，因火车站改
造不增加车次。

“依以往经验，北京至上
海方向假期客流增长明显。”

高铁德州东站工作人员说，元
月1日至3日，该站将增加8列
临客，分别是北京南—上海虹
桥的G103、G109、G123、G127，
上海虹桥—北京南的G136、
G144、G156、G160。

12月29日起，一些学校陆
续放假，记者从汽车客运中心
了解到，自12月27日起售票工

作人员就进入校园开始集中
售票。“预计客流高峰将出现在
12月31日下午、元月1日上午及
元月3日。”客运工作人员杨书敏
介绍，12月31日至元月3日汽车
客运中心每日增设30辆加班大
巴车，并将11个售票窗口全部开
放。因今年元旦与春节距离较
远，预计客流将增加，可达到

1 . 5万至1 . 6万人次。
因德州火车站三站台改

造施工延长，由原9月10日0：
0 0 - 1 2月1 0日2 4：0 0延长至
2015年1月28日24：00，站台车
次趋近饱和，元旦期间将不会
增加车次。“车次减少，但预计
客流量不会减少，所以票务会
有些紧张。”工作人员称。

各车站提前应对客流高峰

加加88列列高高铁铁临临客客 增增3300辆辆客客运运汽汽车车

本报1 2月3 0日讯 (记者
贺莹莹 ) 作为岁末年初的购
房主力军，返乡置业人群越来
越受到开发商的重视。30日，
记者了解到，为了迎接元旦期
间的置业高潮，已经有不少楼
盘启动了返乡置业优惠政策。

“我在北京从事电商运营
工作，月薪一万五千元左右，
但是在北京房子均价至少3万
元每平方米，实在不敢奢望在

京置业，所以打算趁着元旦假
期回家看看房子。”谢女士称。

华嬉庄园策划孔先生说，
元旦期间本项目根据返乡置
业群体推出了优惠活动，返乡
置业者凭外地来德车票可以
抵车票10倍的金额数用于房
款，最多2万元，订房者还可赠
送年夜饭。另外，不少楼盘项
目也表示会针对元旦返乡置
业群体适当地优惠促销。

开发商盯上返乡置业群

本报1 2月3 0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赵丹) 12
月30日，记者从德州市商务局
获悉，受气温下降影响，蔬菜
主要以外地供应及大棚菜为
主，本地蔬菜生长缓慢，运输、
人工及恶劣天气的因素，预计
后期叶类蔬菜由于保鲜期短，
价格将出现小幅上涨趋势。

据调查，圣诞、元旦期间，
商场、超市生活必需品货源增

加，库存量渐增，各厂家开展
多项活动促进市场消费，出现
回落现象。冬季以储存备货为
主，食用油价格整体呈稳定状
态。预计后期进入“数九”，粮
油类仍有小幅上涨动态。

据监测数据显示，德州市
监测的18种蔬菜中7类上涨。
生 姜 涨 幅 最 大 ，环 比 上 涨
45 . 45%，批发价格为6 . 4元/
公斤。

蔬菜价格将小幅上涨

新年夜宴
预订遇冷

按照国家元旦放假安排 ,

本报今日德州于2015年1月2日
至1月4日休刊 , 1月5日恢复出
版。祝读者朋友新年快乐!

本报编辑部

休 刊 启 事

三种方式
上街巡逻

本报1 2月3 0日讯 (记者 杜
彩霞) 元旦将至，为了确保元旦
期间治安稳定，30日记者从德城
分局了解到，德城公安将安排警
车巡逻、武装巡逻、便衣巡逻三种
巡逻方式在城区巡逻。预计将投放
200余警力投入元旦安保工作。

为切实提高社会面控制能
力，维护节日期间治安稳定，德
城分局组织巡警、城区派出所，
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在街头，在
保持原有巡防力度的基础上，增
加机关民警，投入到城区巡逻防
控工作中，深入城区各街道、车
站、人员密集场所等部位，通过
警车巡逻、武装巡逻、便衣巡逻
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一张网格化
巡防网络，提高社会面见警率。

食药检查
不留死角

本报1 2月3 0日讯 (记者 王
乐伟 通讯员 王琦霞) 2015年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德城区食
药监局全面部署开展两节期间
食药安全大检查。

据介绍，此次检查针对“两
节”期间安全工作特点，把节日
期间消费量大的肉、蛋、禽等食
品作为重点检查品种，以城乡接
合部、乡(村)镇、社区、车站、旅游
景点为重点区域，组织开展专项
监督检查。

药械方面，重点加大对非药
品冒充药品,在广场、集市等群众
聚集较多的地方借“义演”、“义
诊”之名进行虚假违法广告宣传
和非法销售假劣药械等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

元旦快讯


	N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