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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55元元//斤斤！！蛋蛋价价持持续续走走低低
3600万支持

22个服务业项目

C02
今 日 聊 城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张
召旭 ) 进入2015年，城区鸡蛋价
格开始直线下滑，短短几天时间，
鸡蛋已经由原来的5元降到了现
在的4.5元/斤。

“鸡蛋价格确实便宜了，现在
才4 .5元/斤，得多买点儿。”6日上
午，在城区一家农贸市场购买鸡
蛋的郭女士说，12月底她曾经买过
几斤鸡蛋，当时价格在5.1元，没想
到短短几天时间鸡蛋价格直接降
了6毛钱。

城区一粮油店店主梁先生介

绍，中秋节时城区鸡蛋价格曾经
一度高达5 .8元，中秋节后鸡蛋价
格开始持续走低，到了12月下旬已
经降到了5元钱。元旦一过，鸡蛋
价格直线下降，目前市面上在售
的鸡蛋价格多在4 .5元左右。记者
在走访中了解到，由于鸡蛋价格
大幅下滑，不少市民开始囤购鸡
蛋，市民刘女士一次性买了15斤鸡
蛋，“趁着现在便宜多买点，而且
现在是冬天，鸡蛋也比较耐储存，
再过一段时间价格肯定还要涨上
去，毕竟还有一个多月就到春节

了。”
梁先生说，鸡蛋价格之所以

持续下滑，主要是供应量充足，且
养鸡成本降低所致。去年玉米价
格一直不是很高，鸡饲料主要以
玉米为主，所以养鸡成本有所降
低。而且进入冬天后蛋产量不断
增加，再加上中秋节前后鸡蛋价
格过高，市民需求欲望减少，市场
供应十分充足，所以鸡蛋价格才
会持续下滑。进入腊月后，随着春
节临近，鸡蛋价格应该会有所上
涨，但涨幅应该不会太大。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杨
淑君) 2015年春运铁路团体车票
预订已经结束，1月6日至9日，铁路
部门集中为团体预订票配票。10
日起，可通过12306网页自行查询
和确认订票结果。

记者了解到，1月6日至9日是
铁路部门集中为团体订票的配票
日期。团体票可预订到2月4日至3
月15日里的时间段车票。企业团
体在1月10日至14日22:00，可到
12306网页自行查询和确认订票
结果，届时将知道车票是否预订

到，并选择“网上支付”或“窗口
支付”交费完成购票手续。选择网
上支付的，支付成功后可凭乘车
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任意窗口或
自动售、取票机上换取纸质车票。
选择窗口支付的，在1月14日22:00
前带好所有乘车人二代身份证原
件到指定代售点直接支付票款取
票。

自组团体的车票是否订成
功，届时12306将向配票成功的自
组团体的经办人发送配票通知短
信。若订票成功应在1月14日22:00

前凭订单号，带上乘车人二代身
份证原件和支付票款，到指定代
售点取票。

此外，预计临客在2月4日左
右开始开行，由于今年预售期改
为提前60天，使得春运客流集中
方向较往年更早明确。铁路部门
将在出行最集中方向上，针对性
地提升运能。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春运临客不再用“L”字母打
头，而是根据快慢等级，以T、K等
打头。旅客可登录12306网站实时
查询临客开行及售票情况。

1100日日起起可可查查团团体体票票预预订订情情况况

“新的病毒性肠胃炎正在迅
速蔓延，空气中均可传染，症状为
发烧、上吐下泻，吐呈喷射状，泻
为拉水到脱水，反复发热，呕吐，
无食欲，退热后咳嗽症状明显，且
免疫力较低，极易患重感冒。目前
各大医院床位紧张……做好防护
措施(抗病毒药)，多喝水，不吃寒
凉食物，不要到公共场所。望转发
转告！”最近这一帖子在朋友圈广
泛传播，引起不少市民恐慌。

对此，专家解释说，诺如病
毒是引起感染性腹泻的一种常
见的病原体，但并非新病毒，可以
感染任何年龄的人，以成年人和
大龄儿童为多见。

专家提醒说，预防病毒感染
性腹泻的关键是要防止“病从口
入”，市民特别需要注意做好饮食
卫生和个人卫生，如勤洗手，喝开
水，吃熟食。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和工

厂等集体单位要加强食堂卫生的
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做好人员、物
品、制备等各环节的工作；若发现
本单位出现聚集性的呕吐或腹泻
事件，应及时将患者送到医院诊
治并报告当地相关部门，做到早
发现、早治疗、早诊断、早处理。

市民如出现呕吐或每天腹
泻3次及以上等胃肠道不适时，
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新华）

网网传传新新型型病病毒毒性性肠肠胃胃炎炎蔓蔓延延
专家：其实是秋冬多发常见病

本报聊城 1月 7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聊城市财政投入

3 6 0 0万元对22户服务业企业的
建设进行补助或贴息，涉及项
目总投资5 . 96亿元，重点扶持了
养老服务、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旅游及文化创意、家政服务等
2 2个服务业项目，项目建成后
将强有力地推动聊城市服务业

“三年倍增战略”目标的实现。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市财政局联合市
发改委 (服务业办 )根据《聊城
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制定下发了年度
项目申报通知，经县 (市区 )发
展计划局、财政局推荐上报，市
发改委 (服务业办 )、市财政联
合对申报项目进行了初审、专
家评审等，根据我市服务业发
展重点和市政府的工作要求，
确定了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扶
持方案，对服务业发展引导资
金的使用情况，市财政和发改
委 (服务业办 )将跟踪监督，项
目竣工后予以验收，及时总结
经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3000万助力

29个支柱产业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为切实贯彻落实市委
十二届四中全会精神，助力“万
亿工业”战略的实施，聊城市级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3 0 0 0万元，
重点扶持了中通客车中通集团
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建设项目、
时风集团新型电动汽车设计开
发及规模化生产项目、鲁西化
工10 . 5万吨/年尼龙6项目、三和
纺织集团应用先进喷织技术优
化升级出口产品项目、泉林纸
业年处理 1 5 0万吨秸秆制浆造
纸综合利用项目等29个战略性
支柱产业发展。扶持项目涉及
总投资53 . 09亿元，项目建成后
预计可增加主营业务收入 1 6 9

亿元，利税20亿元，新增就业岗
位8800人。

同时，为加强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聊城市财政
局联合市经信委，根据《聊城市
战略支柱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制定下
发了年度项目申报通知，经县
(市、区 )经信局、财政局推荐上
报，市经信委、市财政联合对申
报项目进行了初审、专家评审
等，根据全市战略支柱产业发
展重点和市政府的工作要求，
确定了战略支柱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扶持方案。

1 .准备用料为：苹果、梨、
姜、蒜、辣椒面、韩式辣椒酱、美
极鲜味汁、糖、盐。白菜先用水
洗净，沥水后撒入食盐腌制起
来，大约3、4个小时的功夫，把
腌好的白菜挤出所含水分备
用。

2 .将苹果、梨用料理机打
碎，姜砸碎，加入辣椒面、白糖、
鲜味汁、姜末、韩式辣椒酱和辣
椒面混合起来。

3 .将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备
用。

4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白
菜，使白菜均匀的不满调味料，
这时可以拿一片白菜叶品尝一
下，如果感觉什么味道不足，可
以继续增补。

5 .盖上保鲜膜，放室外发
酵2+天，我只发酵了不到两天，
就移到冰箱里去了。腌好后随
吃随取，特别方便实用。

(宗禾)

辣白菜
即即将将刑刑满满释释放放人人员员获获技技能能培培训训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刘
云菲) 7日，记者从市劳动就业办
公室了解到，近日在聊城监狱举
行了首期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就
业(创业)培训班结业仪式。

这次培训共有351名余刑不足
1年、身体健康、有就业创业愿望
和学习能力且符合年龄条件的服
刑人员参加就业技能或创业能力
培训，涵盖机械加工、缝纫、焊接、

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和创业培
训等6个培训专业8个班次，经过
聊城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与聊城
监狱几个月来的密切配合、共同
努力，聊城监狱即将刑释人员职
业技能首期培训班完成了所有既
定课程，并通过了市劳动就业办
公室、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组织
的考试，取得了相应证书。

结业暨颁证仪式上，即将刑

释人员培训班学员代表首先回顾
了学习历程，真诚表达了对市人
社局的感激之情，畅谈了参加培
训的感受。服刑人员表示，刑满释
放后，将不辜负各级领导和管教
干部以及辛苦授课老师的期望，
通过所学的知识创造新的生活，
由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变成创造社
会财富的建设者，从而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天气

今天：晴，北风转南风2～3

级，-5～9℃

明天：多云转晴，北风2～3

级，-3～8℃

后天：晴间多云，南风3～4

级，-5～12℃

(谢晓丽)

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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