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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万万余余亩亩大大葱葱获获赔赔近近339900万万
章丘大葱险春节前理赔完毕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石剑芳） 2015年是大葱目标
价格入保险的第一个年头，
2015年12月31日，章丘大葱初
始交易价格监测完毕。记者了
解到，目前保险理赔程序也在
紧张进行中，葱农们春节前就
能够拿到理赔费用了。

目标价格保险是山东省
推出的，由物价部门确定目标
价格和保费补贴，由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农民自愿参
加保险，保险公司履行赔付责
任的一种综合行为。主要帮助
农民抵御市场价格风险，维护
大葱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

据了解，章丘常年种植面
积大约 7 万亩，亩产 8 0 0 0 —
10000斤，年产量可达 5亿公
斤，种植范围主要分布在绣
惠、宁家埠、枣园等10多个乡
镇。但是，近几年大葱价格波
动剧烈，特别是2014年大葱价
格大幅下跌，种植面积急剧下
滑。为保证葱农的种植积极
性，自 2015年 8月份开始，章
丘市首次开展了大葱目标价
格保险试点工作,选择种植条

件好、种植面积稳定且具有
一定规模的枣园街道、龙山街
道、绣惠街道、宁埠镇进行试
点，章丘市共签订大葱保险面
积1 . 19万亩。

“今年冬天的天气变化很
大，尤其是2015年11月份那场
大雪，更是让受灾的大葱减产
近一半。而且，今年大葱价格一
直也上不去，有一些葱从地头上
刨出来也就七八毛钱一斤。”万
新村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葱农李
先生也表示，自己家里种了100
余亩大葱，全部投保了，“今年的
大葱初始价格监测说是每市斤
1 . 027元，比目标价格每市斤
1 .09元低，现在保险公司已经开
始理赔了。”

“为确保大葱初始交易价
格监测的科学、客观、准确，我
们物价局依据相关法规制定
了价格监测实施方案，并建立
了20人的专项监测队伍，在大
葱主产区田间地头、大葱交易
市场、大葱交易集散地设立20
个监测点，自11月16日至12月
31日，进行了为期45天的大葱
初始交易价格监测。”章丘市
物价局局长崔克诚告诉记者。

同时，章丘市物价局还对监测
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制定了
监测纪律和巡查制度，确保了
价格监测工作的有序规范。并
对监测数据逐级上报审核、审
查，三级网站实时发布，确保
数据客观透明。

据章丘市物价局价格监
测中心监测，今年初始交易价
格为1 . 027元/市斤，比目标价
格低0 . 063元/市斤。按每亩差
额赔付后，能使大葱纯收入达
到 3 7 0 0 元/亩（亩产 8 5 0 0 斤

计）。对于未参加价格保险的
葱农，亩纯收入也在3000元以
上。章丘市物价局崔克诚局长
表示，从章丘大葱目标价格保
险看，农民保费补贴受益352
元/亩，保险赔付受益318元/
亩，今年全市经办公司共赔付
葱农近390万元。

记者在枣园街道万新村
采访时，不少葱农表示有了大
葱价格保险之后，再也不担心
葱贱伤农了，并纷纷表示明年
打算扩大种植面积。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魏方彬） 1
月16日，章丘首届“开先杯”象
棋小棋王争霸赛在青少年科技
艺术活动中心举行，来自章丘
17所小学的近百名小学生报
名参赛。

16日上午，记者在比赛现
场看到，最大的选手12岁，最小
的选手仅7岁。但是小选手们走
棋、思忖、运筹帷幄的表情却十

分老到。比赛刚开始几分钟，四
至六年级组的李忠立小棋手就
举起了手，“报告裁判，我赢了，
请记录得分”。据李忠立介绍，他
从小就跟随爷爷学习下象棋，现
在周末必干的一门功课就是跟
爷爷过过手下两盘棋。对于“小
棋王”的称号，李忠立表示，他参
赛就是为了跟同龄的棋手切磋
一下，能赢最好但不强求。

据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比赛分为1至6年级6个组
别，1至3年级、4至6年级分别
PK。本次比赛计分采用胜一次
加2分、负一次0分、和棋双方
各加 1分的规则。分别从各年
级中选出一名，授予章丘市“小
棋王”称号。经过7轮比赛的角
逐，最终来自道通实验学校的
王令泽和来自东山小学的李忠
立皆取得7胜0负得14分成绩，
分别获得1至3年级和4至6年

级的“小棋王”称号。另外，所有
参赛选手都有相应的奖励。

据了解，此次“小棋王”争
霸赛正式启动了章丘创建山东
省象棋运动培训基地工作。此
后，章丘教体局将以青少年科
技艺术活动中心为依托,开展
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并定期
邀请职业教练和专业队员来基
地进行指导培训,并积极申办
今年全省青少年象棋锦标赛。

百百名名小小棋棋手手争争夺夺““小小棋棋王王””
首届“开先杯”象棋小棋王争霸赛开赛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曲响玉） 春
节来临之即，烟花爆竹进入销
售旺季。近日，章丘市公安局
治安大队联合派出所开展“法
治六进”活动，组织民警向各
烟花爆竹销售业主讲解相关
法律法规及安全防范知识，并
对辖区烟花爆竹销售点进行
了安全检查。检查中，警方成
功破获一起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储存危险物品案。

据了解，在“法治六进”宣
传检查活动中，章丘市公安局
刁镇派出所得到重要线索，民

警随后展开调查。9日，刁镇派
出所根据群众匿名举报，对嫌
疑人王某家中进行检查，发现
在其西屋和北屋存放大量烟
花爆竹成品及半成品，并将现
场烟花爆竹组装工人周某生
当场传唤至派出所。

经查，周某生自2015年夏
天至今先后三四次帮助王某
组装烟花。其雇主王某从一湖
南人处花费约一万元购买烟
花爆竹半成品及外包装箱，存
放在家中，欲组装好后年底售
卖。民警介绍，王某每次均是
用面包车拉回烟花半成品和

外包装箱后，在自家院内组
装。

18日，刁镇派出所民警将
嫌疑人王某在其家中抓获，经
审讯，王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现已被刑事拘留。

“烟花爆竹的制造、买卖、
运输、储存，均需要相应的许
可。”办案民警介绍，在安全检
查中，警方重点查看了烟花爆
竹公司的营业执照、进货渠
道、店内有无安全警示标识及
消防器材，烟花爆竹储存量是
否超标，是否存在销售非法制
贩的烟花爆竹产品和禁止零

售的品种，以及用火、用油、用
电是否规范等情况。同时，民
警对烟花爆竹销售人员进行
消防安全意识教育，并对企业
负责人提出相应管理要求。

临近春节，为确保春节期
间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预防和减少烟花爆竹事故的
发生，警方提醒，购买烟花爆
竹要到正规销售网点，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
竹亦构成犯罪，当有人提出借
用地方储存烟花爆竹时，请坚
决说“不”，同时积极向警方提
供线索。

订购新款空调
却收到旧款
商场退还消费者600元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帅）
随着手机的广泛应用，用扫描条

形码或二维码来识别商品的方式越
来越受到手机持有者的推崇。然而，
商品上的条形码是否能确定为正品
呢？近日，购买年货的李先生便遇到
了这么一件难题。

自从有了手机微信，李先生就
习惯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来查看商
品的名称、重量、价格等信息，甚至
以此来辨别商品的真伪。日前，李先
生在章丘某大型超市购物，发现一
款白酒的折扣较大。购买之前，李先
生习惯性地打开微信“扫一扫”查询
产品信息。但扫出来的结果却是“未
找到该商品”。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大的超
市不可能卖假货吧？李先生心里犯
起了嘀咕。他询问超市工作人员，得
到的答复是“扫码有时不准，超市商
品确保正品，假一罚十。”

这件事让李先生感到十分疑
惑，“扫一扫”扫出来的商品信息究
竟可不可信呢？到底能否辨别商品
真假呢？

对此，记者咨询了章丘市市场
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据了解，扫描条
形码并不能作为判定商品真假的依
据。章丘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商品条码本身并不具备防伪
功能。一款商品的条形码被扫出条
码信息，只能说明该商品确实存在
并留有备案信息，但并不能保证该
商品就一定是正品。

“有些假冒伪劣商品如果印制
了正规商品的条形码，也可以在扫
码软件中查找到相关信息。”市场监
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条形码
扫描软件数据库中的信息，大多由
软件开发商自行收集或用户提供，
由于软件本身采集的数据不全面或
者软件升级不及时，就会出现条形
码扫不出商品信息的情况。该工作
人员提醒，扫描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消费者根据商品条码来判断产品的
真伪是不科学的。

条形码扫不出

以为是假货
监管部门：扫描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近日，章丘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组织夜间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民警
在城区唐王山路双山东路、
明水大街双泉路等重点路段
设置卡点，查处醉酒、酒后驾
驶交通违法行为 4起，教育
警告滥用远光灯机动车驾驶
人20余人，查处其他交通违
法行为30余起。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郑辉 摄影报道

夜查

买买来来爆爆竹竹半半成成品品家家中中组组装装
嫌疑人因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品被刑拘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张文静） 买空调，搬新

居，本是高兴的事情，但周女士却高
兴不起来。买的新款空调送到家后
却变成了旧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

据了解，日前周女士在章丘某
家电商场购买了一台空调。当时选
中的是新款，但送到后却发现是老
款。随后，周女士多次与商场交涉，
可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随后，周女
士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经调查，明水市场监管所的工
作人员了解到，商场称周女士当时
购买空调时，只说要该型号空调，并
未具体指定新款旧款。因而商场认
为自身没有责任。

据介绍，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享受知悉其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
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场在销售时，
没有尽到详细告知消费者相关信息
的义务，如没有问清楚消费者具体
诉求，存在一定的工作失误。

最终，经过调解协商，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周女士不再要求更
换新款空调，商场给消费者优惠600

元。市场监管人员提醒，在购买商品
时，一定要及时检查所购商品的具
体信息，如有问题，要及时提出异
议，并保留好发票凭据，以便在发生
消费纠纷时维护自身权益。

葱农在剥葱装盒(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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