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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4日讯（本报见习记者
邢敏） 距离过年还有十多天，

近日，记者走访富东农贸市场了解
到，猪肉价格相对稳定，不少市民
开始选择这个时期灌肠，年前经营
灌肠生意的摊位前开始聚集了不
少人气。

近日，记者在富东农贸市场的
一位灌肠小摊内看到，猪肉摊位前
都竖起了“加工香肠”的广告牌，前来
灌肠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这位老板
告诉记者，前肘肉灌肠，每斤9元，买
回前肘肉如果要灌肠的话，每斤加收
3 .5元加工费。“这一阵灌肠的人很多，
今天就灌了四五十斤。灌完拿回家晾
上十多天就可以吃了，正好到了春节
期间可以宴请宾客。”短短的时间
内，记者见这家摊位的灌肠生意就
日渐红火，周围的几家摊位上也陆
续有顾客前来问价。

临近春节，市民普遍关注年前
猪肉价格变化，记者从商河县物价
局了解到，猪肉的价格现仍相对稳
定，并未见节前上涨的趋势。目前，
五花肉10元/斤、精肉14元/斤和去
年这一时期相比价格相对一致。

年前灌肠忙

本报2月4日讯（见习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王嘉铎） 廉不廉，
看过年。随着春节临近，县检察院
开展了廉洁勤政教育的又一新举
措，利用检察院局域网面向全体干
警发出了廉政温馨提醒。

据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近
期检察院召开了全体干警大会，以
11起司法不规范的典型案件的通报
来防止和纠正元旦、春节期间各种不
正之风，安排部署近期及春节期间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增强了干警的令行
禁止的自律意识。

据了解，节日临近，检察院还
借助信息化平台，通过发放廉政短
信、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建立电
子廉政档案等方式，提醒干警时刻
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从源头上预
防了重大节日腐败现象的发生。

县检察院

敲响廉政钟

本报2月4日讯（通讯员 姚玉
敏 见习记者 李云云） 临近春
节，商河县工商局联合一些酒厂等
单位工作人员对商河县酒水市场
进行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以县城各大
中型超市、商场、酒庄、各乡镇大中
型超市为重点，检查经营业户的证
照是否齐全、酒水的商标标识、外
包装装潢、防伪标识条，严厉打击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仿冒知名商标
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及其他标识
的违法行为。

此次行动共检查各类超市、酒庄
等25户，发现涉嫌商标侵犯白酒8瓶，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工商局开展

节前酒水市场检查

本报2月4日讯（见习记者
张飒特） 春节将至，县城

各路商家也已纷纷开启节前
备战模式，使出浑身解数对
各类商品进行打折促销。4
日，记者走访了商河县一些
烟酒商店发现，烟酒市场有
点“冷”。

在银桥市场附近一家酒
水商店内，记者看到，各种品
牌的烟酒陈列有序，只有个别
顾客在店里选购商品。一位正
在购买某品牌白酒的顾客告
诉记者，几乎每年春节自己都

会在这家店购买烟酒，“春节
走亲访友的少不了喝酒，节前
就得备着了。”这位市民说，每
年来买酒都要在店里呆上个
把小时，酒的种类实在繁多，
经常挑花了眼。

据这家酒水商店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今年烟酒销量整
体下滑，导致店里生意确实受
到了一定影响，前来购买烟酒
类商品的基本都是回头客。

“眼看快过年了，人还不是很
多。”工作人员略显无奈。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商

中路的几家商店里。在一家副
食购物商店内，记者看到，摆
在店外的酒类无人问津，而奶
制品、熟食类商品则成为多数
顾客的选择。据店内工作人员
介绍，每天店里的出货80%都
是副食产品，“以前过年来买
烟酒的顾客居多，而现在副食
产品却成为主角。”该工作人
员表示，现在市民更注重健
康，逢年过节也不再像以前那
样大吃大喝，这或许也是烟酒
类商品“遇冷”的原因之一。

市民孙先生刚从一家商

店走出，他告诉记者，年货已
经置办得差不多了，这次过来
买了几箱奶。他说，往年一到
过节家里就得储备各种酒，家
人团聚时每顿饭都得喝不少
酒，“过年吃得本来就腻，再加
上喝酒抽烟，感觉身体越来越
不健康，所以今年我们家要杜
绝酒。”孙先生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大多数
市民都愿意过年送“健康礼”，
不仅如此，市民还认为要过

“健康年”，尽量少喝酒才能保
证身体和心情都舒畅。

烟烟酒酒市市场场节节前前遇遇冷冷
相比逢节送烟酒，市民更爱过个“健康年”

本报2月4日讯（通讯员 李守奇
邹连刚 见习记者 张飒特） 近

日，济南市群众艺术馆负责人带领四
位书法家来到商河县沙河乡沙河村
大集，开展“送春联下乡”活动。

据了解，活动现场，由济南市
群艺馆向赶集的群众发放了100副书
写好的春联。随后，群艺馆的书法家
们还现场书写春联送给群众。沙河村
来赶集的李大爷高兴地说：“今年过
年俺家能贴上济南市书法家写的春
联，这年过得真恣儿啊！”

济南市群艺馆

送春联下乡到商河

快快乐乐忙忙年年

快过年了，购买年货要当心

莫莫贪贪图图便便宜宜买买临临期期产产品品

本报2月4日讯（见习记
者 刘慧） 春节将至，市
民们早就已经开始忙着准
备年货了。商场与集市上琳
琅满目的年货，真的是让市
民挑花了眼，那究竟什么样
的年货，才是物美价廉的
呢？

记者走访了商河县城
区里的几家大型商场，“我
们超市早在好几天之前就
已经准备好年货了，就等顾
客前来挑选了。”商河县一
家购物广场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买年货的以老年人居
多。

据工作人员介绍，买年
货最好前往比较正规的超
市、市场进行购买，不要为
了贪图小便宜就在无牌无
证的摊位购买，一旦出现质
量问题，那就真的是得不偿
失了。

目前来超市购置年货
的，以老年人居多，“日用品
区的补货频率最近很高，据
我们观察，前来选购商品的
顾客多为老年人。”超市日
用品区的导购员说，其实老
年人也不清楚哪种日用品
好，“老年人比较喜欢购买
打折商品，尤其是柴米油盐
这类生活必需品，只要看见

‘打折’或‘降价’二字，就疯
抢起来。”

据超市日用品区的导
购员提醒，消费者在选购
米、面、油、饼干、罐头等生
活日用品时,一定要认准包
装上的QS标识 ,有QS标识
才能购买。尤其在选购肉类
食品时,应查看其检验检疫
合格证明。购买散装食品
时,要认准价签上的产地及
保质期。

市民在购置年货时，一
定要理性消费，不能受商家
促销的影响，贪图便宜，购
买一些即将过期或者不新
鲜的食物，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需求购买，不要贪多。很
多不良商家常会趁机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或虚假打折,
消费者在购买时可要睁大
眼睛，最好货比三家，防止
上当受骗。

工作人员还特地提醒
广大市民，在超市或者市场
购买商品后，一定要妥善保
管好购物小票，一旦市民所
购买的商品出现任何质量
问题，市民可以此作为凭证
进行维权与投诉。

春节近，多数快递公司要“打烊”

提提醒醒广广大大市市民民寄寄件件要要趁趁早早
本报2月4日讯（见习记者

邢敏） 临近春节，不少市
民开始从网上置办年货，这让
快递公司开始进入派送高峰
期。近日，记者从商河县部分
物流和快递公司了解到，大部
分快递业在春节期间将会放
假，广大市民想网上买年货以
及派送快递的要趁早。

“春节期间我们将不再派
送和收揽邮件。因为大家都准
备回家过年了。”圆通快递商
河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目前相

应的放假安排领导还没有告
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春节期
间将不会正常营业了。“往年
也是在腊月廿五至腊月廿八
才放假，过了法定假期就很
快上班营业了。”该工作人员
说。

商河韵达快递工作人员
也称，从农历腊月廿三左右开
始将不再接收快递了。“现在
偏远地方的快件已经不接收
了。”韵达快递的工作人员说，
春节期间应该有相应的放假

安排，目前还不清楚。
记者在位于商中路的

EMS了解到，春节期间将采取
“值班制”，可以正常收派快
件，公司内有值班人员，可以
接受派送服务。此外，记者了
解到，顺丰速运在春节期间也
可以正常派送不歇业。

不少快递业工作人员介
绍，希望市民能够抓紧时间，
想网上买年货以及派送快
递的要趁早，最好在放假前
寄件。

年年夜夜饭饭，，未未见见菜菜单单先先订订位位
最好了解年夜饭的菜品、菜价等事宜再预订

本报2月4日讯（见习记
者 刘慧） 距离春节还有
一段时间，近日，记者走访了
商河县城区的几家酒店发
现，早在刚进腊月时，各家酒
店就已经开始接受年夜饭的
预订了。据田园路附近的一
家酒店负责人介绍，目前年
夜饭的菜单还没有制作出
来，但即使这样，也有很多的
市民前来订餐了。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光
我爸就兄弟姊妹6个，再加上
我这一辈的七八个，要是在家
里吃年夜饭，屋里根本装不
下。”前来酒店订年夜饭的张
先生说，再加上家里除了爷爷

奶奶不上班以外，其余的都是
上班族，“放假放到年三十，也
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布置年夜
饭了。”

据张先生介绍，即使目前
酒店年夜饭的菜单还没有制
作好，也一点都不担心，因为
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在这家酒
店订制的，因此跟酒店的负责
人都已经很熟了，“早点把年
夜饭订了，免得到时候订的人
太多，挤不上。”

“我老家是威海的，大学
一毕业我就来商河工作了，今
年过年，放假也挺晚的，就不
想赶车了。”在财富广场上班
的李先生说，因此把父母都接

到了商河过年，想着让父母过
个清闲的年，不想他们忙来忙
去的，就在酒店订了一桌年夜
饭，“但是菜单没出来，心里还
是觉得不放心。”

据田园路附近酒店的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让消费者年
夜饭吃得开心，除夕当晚不设
最低消费标准,市民可以自己
点餐，也可以包桌。

记者了解到 ,以往年夜
饭 ,部分酒店存在服务不到
位、上菜速度慢、菜品不新鲜
等情况。市民在预订年夜饭
时 ,最好详细了解年夜饭的
菜品、菜价等相关事宜再进
行预订。

商河的几家超市货架上悬挂的中国结。 本报见习记者 刘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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