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菏泽泽人人过过春春节节花花了了15849 万万元元
黄金饰品热销、高档烟酒遇冷

本报菏泽3月1日讯 (记者 杨
双媛 通讯员 黎贵国) “我这里
面是白醋，不是违禁品。”春运期间，
菏泽汽车西站一名旅客在“三品”检
查时被发现携带4个分别为50斤装
的白色塑料桶，经工作人员鉴定，4
个白色塑料桶内均为“95%酒精”。

2月21日16时45分，汽车西站南
分站职工张爱兰在对发往单县的某
班车进行例行“三品”检查时，发现
一个行李箱内有4个分别为50斤装
的白色塑料桶，而且每个桶都用多
层塑料膜包裹着，有着多年分站工
作经验的她立马警觉起来。她把驾
驶员叫过来，问他桶里面装的什么，
驾驶员回答说：“货主告诉我里面装
的是白醋。”

这样的回答没有打消张爱兰的
疑虑，她把桶外面的塑料膜一层层
剥开，赫然发现塑料桶上竟贴着

“95%酒精”的标签，同时一股浓浓
的酒味扑面而来。“我又没在车站里
面坐车，你们这儿还查那么严干嘛
啊？不就是捎点儿酒精吗？要不我再
多给你些钱，这大过年的就让我跟
着这辆车走吧。”他的这一要求被张
爱兰断然拒绝。

据了解，这位旅客明知携带这4
桶酒精去汽车西站坐车根本不可能
通过安检，心存侥幸的他就特意找
了辆三轮车把自己送到半道，准备
在路边拦车回家，心想半道上车肯
定不会查那么严了，拦车时，他还对
司机撒谎说桶里面装的是白醋，可
万没想到在分站仍然没有逃脱检
查，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私运200斤酒精乘车

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下

本报记者 董梦婕

今年羊年春节市场喜气
洋洋！据菏泽市商务局监测
的全市40家重点商贸、餐饮
企业监测数据显示，春节黄
金周期间，全市共实现营业
收入15849万元，同比增长
2 . 52%。其中25家重点零售企
业节日期间销售商品15239
万元，同比增长2 . 82%；重点
监测的15家餐饮企业节日期
间实现营业收入610万元，同
比下降4 . 84%。

春节消费活动多

黄金饰品热销

春节期间，全市各
商贸企业一浪高过一浪

的促销潮，带动了市民的消费
热情，客流量达到平时的 2 - 3
倍。为此，菏泽银座商城、山东
三信集团、菏泽金霸电器、苏宁
电器、郓百集团等大型商场超
市以及专业店年前就积极拓宽
进货渠道，以食品、服饰、休闲
商品、节庆商品、家用电器等为
重点，提前组织商品货源，扩大

库存规模。
据统计，重点商贸流通企

业为春节准备各类生活必需品
总值85 . 5亿元，同比增长13%。
其中：食品类32 . 1亿元，穿着类
2 6 . 5亿元，用品类2 6 . 9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3 . 5%、12 . 3%、
11 . 6%。

而千元以内的小件金饰在
春节前后销售出现高峰，买上
几个造型精致的小件金饰，给
孩子们当压岁钱，成为不少市
民的首选，尤其是小羊造型的
最受欢迎。

高档烟酒遇冷

年夜饭大“瘦身”

值得一提的是，逢
年过节，烟酒往往是礼

品市场上的“主角”。今年我市高档
酒类柜台却略显冷清，尽管有各
类促销活动，但价格在500元以上
的高档酒、高档烟买的人也很少。
在高档烟酒遇冷的同时，水果、蜂
蜜、五谷杂粮、橄榄油等一些既实
用又实惠的多款礼盒，价格多在
几十元至两三百元，摆在商场最
显眼的位置，很受消费者青睐。受

政策和市场影响，今年高档烟酒
销量比往年减少了近四成。

节俭消费也推动高档餐饮
降温，在“厉行节约、杜绝浪费”
的号召下，不少餐馆、高档酒店
纷纷推出小份菜、半份菜的年夜
饭菜单，引导消费者适度订餐，
避免浪费；很多餐馆酒店在餐桌
上摆放文明就餐提示卡，营造浓
厚的“文明餐桌行动”氛围。随着
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不少顾客在预定年夜饭时，
明确提出不要大鱼大肉、少盐少
油、多上青菜，进一步推动了年
夜饭“瘦身”。

本报东明3月1日讯(记者 赵
念东 通讯员 张琰) 2月26日14
时许，东明县刘楼镇村民杨某一路
小跑冲进刘楼派出所值班室，一把
拽住民警的胳膊，泣不成声地说自
己3岁的小儿子刚刚在赶会时找不
到了。

原来，2月26日逢农村集会，村
民杨某带着年仅3岁的小儿子赶
集，在一货摊前只顾埋头挑选商
品，等付完钱才发现儿子不见了，
在附近寻找和打听无果后，生怕孩
子是被拐走的杨某慌乱地跑向派
出所报警。

在问明详细情况后，民警薛付
合等一边赶往孩子丢失现场，一边
快速分析研判，为有效应对孩子丢
失系被拐走和走失两种可能性。

随后，民警分头调取丢失地点
附近的监控录像，另一组民警携带
扩音器到集会流动宣传发动群众
一起寻找。由于丢失地点系一大型
购物超市门前，已赶到现场的薛付
合等民警立即与超市管理人员协
调，在整个超市内部不间断播放孩
子丢失广播，希望有群众留意并发
现丢失孩子。最终，在民警和群众
的联合搜寻下，正在超市内部一服
装处独自玩耍的孩子被发现。

粗心爸赶集丢了儿

警民合力寻童本报菏泽3月1日讯 (记者
张建丽 ) 1日，记者从菏泽

市旅游局获悉，今年春节黄金
周，菏泽推进“好客山东贺年
会”活动，挖掘年节文化传统，
打造春节消费平台，统筹旅游
产品、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要
素，“贺年会”助推春节黄金周
消费市场，形成了节庆文化繁
荣、市场消费火爆的局面。全市
春节黄金周七天共接待游客
17 . 8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亿元。

春节假日期间，按照全省

开展的“好客山东贺年会”要
求，菏泽举办了精彩纷呈、年尾
浓厚的民俗展演、迎春祈福、乡
村旅游等贺年活动，深入挖掘
春节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春节
假日旅游市场。牡丹区在炫乐
城游乐园举办了第三届文化旅
游艺术节，集中了舞龙、舞狮、
杂技、武术、二人转、斗鸡斗羊、
撅老四舞、东明高跷、戏曲表
演、羊抵头舞等地方文化展演，
以及穆李面塑、曹县江米人、成
武大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
当地市民和广大游客流连忘

返。郓城县在水浒好汉城举办
了第五届以“太平盛世闹花灯

好汉城里过大年”为主题的
大型灯会活动，期间举办了赏
花灯、游古城、猜灯谜等系列活
动。鄄城县在孙膑旅游城举办
了风味小吃节、素食节，以及秧
歌、戏曲、太极等民俗表演。单
县在浮龙湖旅游度假区举办了
祈福贺岁活动。巨野县在金山
旅游区举办了金山大庙会，庙
会上各类民俗表演活动丰富多
彩，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定
陶县牡丹源温泉小镇推出了各

种优惠政策，成为广大市民和
游客春节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为加强春节假日期间的旅
游管理，及时协调解决假日旅
游出现的问题，确保旅游安全
万无一失，市假日旅游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制定了《假日旅游
工作应急预案》，严格实行值
班、带班制度，坚持24小时值
班。全市整个春节假日期间，旅
游市场秩序良好，没有发生游
客投诉和旅游安全事故，实现
了旅游“安全、秩序、质量、效
益”四统一的目标。

菏泽春节黄金周七天共接待游客17 . 88 万人次

春春节节黄黄金金周周，，菏菏泽泽揽揽金金1 亿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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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3月1日讯
(记者 袁文卿 ) 春节
假期，有人选择热闹聚
会，有人选择外出旅游，
也有许多市民利用假日
闲暇，走进图书馆，徜
徉在书海之中。据菏泽
市图书馆副馆长张伟
胜介绍，从大年初一到

初六，市图书馆共接待
读者20000余人次，平
均每天接待读者3 0 0 0
多人次。

据张伟胜介绍，春
节期间图书馆亮出“春
节无休服务牌”，邀请
广大市民入馆过一个
文化年，并为读者准备

了传统与时尚、视觉与
触觉完美结合的春节
文化盛宴。其中有适合
全家参与、亲子游乐的
展览、展示活动以及传
统文化与羊年主题的
互动娱乐项目，宛如花
样翻新的“新民俗”，成
为菏泽市春节文化餐

桌上的传统文化特色。
同时，春节期间，

市图书馆推出“曹州大
讲堂”公益讲座、书香
菏泽·全民阅读活动、
科 普 展 览 、“ 童 心·童
画·童世界”少儿书画
展、尼山书院传统文化
公开课和视频讲座、公

益电影放映、新书推荐
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
丰 富 的 精 神 文 化“ 年
货”，陪伴市民群众开
心 过 大 年 。元 宵 节 期
间，市图书馆还将举办
元宵节晚会、猜灯谜活
动等。

春节期间菏泽市图书馆推出文化活动，为市民提供文化“年货”

66天天，，菏菏泽泽市市图图书书馆馆接接待待读读者者20000 余余人人次次

全力安保
“桃源花供庙会”

2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七，被列入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县桃源花
供庙会”在曹县桃源集镇火神庙隆重举行。针对花供会参与人员多、活动路线
长的特点，曹县公安局组织警力进行科学安保，民警现场执勤，全力保障了花
供会的安全有序举行。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蓝昌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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