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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后后海海鲜鲜降降价价 市市场场降降温温
花鱼及梭子蟹降幅最大，预计五一前海鲜价格平稳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冯琳)

随着春节、元宵节及妇女节的
陆续结束，威海海鲜市场已经不
再“热闹”。19日上午，威海水产
品批发市场内顾客寥寥。虽然多
种海鲜的供应量逐日增多，销量
却并不如春节期间，价格也比正
月期里便宜一两成。其中，花鱼
及梭子蟹降幅超过三成。

19日上午10时许，威海市水
产品批发市场部分摊位已收摊。
据一位出售贝类的摊主介绍，今
年正月期间节日不少，元宵节、
妇女节期间海鲜市场“小热”一
阵子，销量可观。但近期，海鲜又

不好卖了。
“大文蛤一周前还卖10元/

斤，如今只卖上8元”，摊主介绍，
虽然价格便宜了，但销量不增反
减。

海鱼的价格也在下降，摊主
介绍，多种鱼类的售价比一周前
降低了2元/斤，降幅为一二成。
其中，花鱼降价最严重，元宵节
前后还卖15元/斤，如今只卖8-
10元/斤。

当天上午，不少摊位上出售
的鲜美梭子蟹售价仅在35元/斤。
而据一位摊主回忆，元宵节前后
梭子蟹价格在50元/斤左右。

同样降价的还有鲍鱼。一位
宋姓摊主介绍，小鲍鱼现在平均
2元/个，一斤称13-14只的鲍鱼
平均仅售3元/个。不少市民都买
小鲍鱼包饺子或炒菜吃，鲍鱼已
经不“高大上”了。

同时，摊主们纷纷预测，四
月底之前，海鲜价格将基本稳定
在目前的价位，即便价格略涨，
涨幅一般也不超过1元/斤。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各种海产品的供
应量非常充足，市民不必担心买
不到中意的海产品。

五一前后，由于消费量的增
加拉动，可能会出现再次涨价。

爱爱肝肝护护肝肝
18日，是全国爱肝日，杏花

村社区邀请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医护人员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
居民普及肝病知识，增强居民爱
护肝脏的意识。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神道口中学进行

跑操规范比赛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通讯员 郑黎明) 近日，神
道口中学初一至初三级部举行了
为期四周的跑操比赛月活动，前
两个周各级部内进行比赛，后两
个周级部之间交叉测评。

赛前，教导处和体育组精心
制定了比赛规则和评分细则。比
赛中，各个班级队伍整齐、动作规
范、口号响亮，都表现出了良好的
精神面貌。

大课间跑操是学校体育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锻炼学生
的体质和意志，又能增强学生的
团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环翠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启动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 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营造良好的居民生活环境，
2015年环翠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已启动。目前，水务集团等管线施
工单位已陆续进场施工，正在进
行供水及外污工程施工。

2015年，环翠区计划对鲸园、
环翠楼、竹岛3个街道办事处的10
个旧生活区388栋住宅楼实施环
境综合整治。整治面积118 . 99万
平方米，受益居民10725户、28618
人，计划投资9153万元。计划于
2015年3月开工，10月完工。

其中，鲸园办事处整治鲸园、
北港、万福3个社区112栋楼宇，受
益居民2935户、8452人，整治面积
27万平方米；环翠楼办事处整治
南山、石河、杏花村、峰泉4个社区
162栋楼宇，受益居民4060户、
11212人，整治面积54万平方米；
竹岛办事处整治观海、青岛路、黄
山3个社区114栋楼宇，受益居民
3730户、8954人，整治面积38万平
方米。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王成波) 19日
上午，6名彝族农民工在威海双
岛街道劳保所拿回被拖欠的
1 . 9万元工资。

19日，拿到工钱的彝族农
民工沙马吾各木称，他和5名老

乡在双岛街道办辖区内的服装
厂打工，但从2014年底至今，该
服装厂便一直拖欠工人工资
1 . 9万元迟迟不发。

“我就等着这些工资交房
租还有生活费，”沙马吾各木
说 ，由 于 在 当 地 没 有 亲 戚 朋

友，他们的生活陷入了两难的
境地。

接到投诉后，劳保所人员
第一时间与该厂负责人取得联
系，并与投诉人一起到该服装
厂落实协调，促使厂方一次性
结清所欠工资1 . 9万元。

19日，在街道劳保所监督
下，拖欠工资的发放仪式如期
进行，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得到
有效维护。

据统计，2014年至今，双岛
街道劳保所共为农民工讨回工
资5 . 3万元。

员员工工被被拖拖欠欠工工资资11 .. 99万万元元 双双岛岛劳劳保保所所帮帮讨讨回回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 19日，记者从威海市质
监局获悉，自3月17日起，该部
门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车用

“调和汽油”生产领域专项整治
行动。

日前，央视“3 . 15”晚会报
道了“在东营市、滨州市有工厂
用甲缩醛、石脑油、MTBE、芳烃
等勾兑生产调和汽油”的问题

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
次曝光的企业勾兑生产“调和
汽油”的问题，属于非炼化化工
企业无证生产车用汽油违法行
为，违反了国家标准《车用汽
油》(GB17930-2013)“不得人为
加入甲缩醛、苯胺类、卤素以及
含磷、含硅等化合物”的规定，
会对车辆、人身健康造成损害，
对大气造成污染。

按照山东省质监局统一部
署，结合威海实际，威海市质监
局组织从3月17日起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车用“调和汽油”生产
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这次整治
行动，市局组织各县市区质监
部门和开发区市场监管部门对
辖区内车用汽(柴)油炼化企业
以及化工生产企业(包括“小作
坊”、“黑窝点”)进行全面排查，

严厉打击无证生产和非法勾兑
等违法行为。

截止3月19日，经排查威海
没有车用汽(柴)油炼化企业，暂
没有发现化工生产企业从事非
法勾兑车用“调和油”违法行
为。

如果发现问题，市民可拨
打“12365”质监热线，投诉举报
有关违法行为和提供线索。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开开展展““调调和和汽汽油油””专专项项整整治治
市民发现问题可拨打“12365”举报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斌 房大伟)
19日，记者从文登区教育局获
悉，文登以三里河中学等10所
中小学为京剧进校园试点学
校，利用社会资源，成立京剧
社，吸引感兴趣的学生参加，近
距离享受国粹的魅力。

据介绍，文登以文登实验
中学、文登二中、三里河中学、

七里汤中学、宋村中学、文登实
验小学、文登第二实验小学、文
峰小学、大众小学、米山小学10
所京剧艺术氛围浓厚的中小学
校作为试点学校。由文登区文
化局负责聘请山东省内知名京
剧艺术家做评委，以海选的形
式从社会上挑选10名优秀的京
剧艺术爱好者为校外指导老
师，每周定期到校教授京剧曲

目；试点学校负责从校内挑选1
至2名组织能力强的教师负责
组织协调工作。

各试点学校成立了京剧
社，吸收不同年级的音乐基础
较好、对京剧有兴趣的学生参
加，各京剧社学生组成人员均
不少于1 0人，主要教授《报灯
名》等15首选取曲目(从教育部
规定的18首曲目中选取)，指导

学生编排京剧节目，每学期组
织一次成果汇报表演。

京剧进校园后，学生近距
离感受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目前，文登就涌现出了京剧小
明星、京胡特长生数百人，成立
了“小红帽京剧社”、“小红帽京
剧锣鼓队”、“凤凰京剧社”、“文
峰社团”等几十个中小学生戏
曲社团。

文文登登1100所所中中小小学学获获评评京京剧剧试试点点学学校校
每周定期组织专家教授曲目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孟
霏) 3 . 15期间(3月14日、15日)，
威海市加强12315投诉举报指挥
中心值班力量，及时受理、处理消
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及时化解消
费纠纷，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期间共受理消费者咨询、投
诉、举报328件，其中，咨询251件，
占 7 6 . 5 2 % ；投 诉 7 7 件 ，占
23 . 48%，无举报。平均日受话量
164件，是平常日受话量2倍。涉及
网购、电视购物、保险服务、房产
交易、担保公司押金、教育培训、
快递物流服务、居民服务等广泛
的消费领域。

3 . 15期间12345

接投诉328件

19日，水产品批发市场内的顾客寥寥。 记者 冯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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