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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据市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基本平
稳，与11日相比，粮油价格保持
稳定，肉蛋、蔬果价格较为稳定。

米面油价格保持稳定。据监
测，面粉（特一粉）、面粉（标准粉）
平均价格分别为2.37元（每500
克，下同）、2.04元，粳米（标一）
2.71元，小米6.50元，花生油（桶
装 5L）138.90 元，大豆油（桶装
5L）37.12元，以上价格均持平。

猪肉价格小幅下降。据监

测，鲜猪肉（精瘦肉）28.31元，下
降2.30%，鲜猪肉（肋条肉）28.38
元、鲜牛肉（新鲜去骨）44.12元、
鲜羊肉（新鲜去骨）50.46元、白条
鸡 10.08 元，价格均持平，鸡蛋
3.28元，微升0.46%。

蔬菜价格降多升少。据监
测，20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格2.75
元，下降1.19%。

水果价格平稳为主。据监测，
6种主要水果平均价格4.16元，微
降0.08%，分品种看“1降5平”，其
中西瓜价格下降0.62%。

5月12日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基本平稳

猪肉小幅下降
蔬菜价格降多升少

12日上午，记者首先来到
市区白石街道白竹街和新石路
交汇路口处，看到一辆白色130
货车停在路北人行道上，货车车
厢和后轮伸在马路上，挡住部分
道路。从外表看，车子积灰严
重，车头保险杠掉下来一半，近
期下雨，雨水冲刷在车窗玻璃
上，形成一道一道的痕迹。四个
轮胎都是瘪的，车门印有乳山市
某饲料公司和乘坐人数字样，透
过车窗，可以看到驾驶室内塞满
了蓬布类物品。

130货车不远处是一辆灰
色微型面包车，车漆斑驳，车内
装着疑似被服和纸箱等物件，
驾驶室门上贴着“爱车族”三个
字。

歩行几十米，就到了白竹
街，白竹街是一条单行线，路边
停的是一辆农用三轮摩托车，车

上没有车牌、没有任何信息。车
后写着“精工三轮”几个字，而车
厢却是一个加大加宽加厚加长
的蓝色铁箱。附近居民说，这辆
三轮车也停了好久了，单行线道
路本身就不宽，三轮车车厢就占
去了一半。

记者沿着附近转了转，发现
路边的“僵尸车”都特别显眼。
一辆东风小康也停在白竹街上，
具体停车时间不详，车内装满了
东西，感觉应该还在使用，因为
有坡度担心溜车，东风小康面包
车轮胎处，都垫着砖头。

白菊街一处居民楼前，还有
一辆看起来已经很破旧的面包
车，车里也装满东西。

靠近大世界市场的居民楼
一侧，停着一辆类似依维克厢式
车，车身上还有电子抢险等字
体，厢式车后门大开，里面有电
子秤、泡沫箱等，车后是一个现
场加工海参的摊点，知情人介
绍，车主就是市场卖水果的摊
主。水果摊主说，这辆车就是自
己在用，白天卖货，下午把东西
放进车内，比较方便。

周围居民介绍，很多长期
占用公共资源的疑似“僵尸
车”，其实是有主人的，它们并
没有被遗弃，只是因为自己方
便，故意占用公共资源。去年
有一段时间，一听要整治，“僵
尸车”主第二天就把车开走了，

“很明显，把公共停车位当成了

私家车位。”
于女士在附近的市场有摊

位，她说，从去年春天开始，这些
车就一直停在这里，霸占车位不
说，车子本身还成了一些市民和
摊点的垃圾桶：“装潢垃圾、旧衣
服、旧被子，全部扔在附近。”

这些“僵尸车”到底归谁
管？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白
石街道新石社区居委会，社区工
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自接到
居民投诉后，居委会整理了辖区
内“僵尸车”的详细信息，并于5
月8日报给办事处城管。

9点15分，记者来到白石街
道办事处，城管中队队员任燕接
受了采访。任燕表示，“僵尸车”
应由交警部门认定，城管在交警
查处时全力配合。

下午3点 30分，记者电话
采访了芝罘区道路交通安全综
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陈
先生。他说，辖区办事处或城管
中队接到“僵尸车”投诉后，会张
贴告知单，告知单期满才能初步
证明该车是“僵尸车”。街道办
或城管将材料汇总至交安委，交
安委对外公示，公示期满还没有
移动的，正式确认该车为“僵尸
车”，在交安委的带领下，交管部
门同街道办或城管一起对车辆
进行挪移。白石村一带僵尸车
能否治理，民意通记者将会继续
跟踪报道。

YMG全媒体记者 王轶

白石村附近“僵尸车”，堵路又堵心
遇到这事儿怎么办，民意通记者问清楚了

9日市区降下小雨，傍晚刮起大风。10
日，在市区上夼西路小区的道路上，一棵已
经枯死的老杨树在风中轰然倒地，砸坏了路
边停放的三辆车，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树倒了两天没人管

YMG 全 媒 体 记 者 接 到 民 意 通
6601234热线后赶到现场。被风刮倒的
是一棵杨树，基本从根处断掉，树干砸中
了路东一辆斯柯达明锐轿车前端和一辆
福特SUV车尾，顶部的树杈划伤了路西
一辆大众迈腾轿车的尾部，几辆车的车身
都有几处受损，周边没有倒的树木也存在
一定危险性，距离现场10米不到的地方，
还有一棵枯死的杨树。市民陈先生说，树
倒的时候毫无征兆，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士
刚刚经过，大树就在身后倒了，女士吓得
半天没说出话来。

YMG全媒体记者5月12日6点在现
场采访的时候，居民说这棵大树横在路中
央已经二夜一天了，挡着所有的车进不来
也走不了。

据了解，树倒了后，被砸车的车主很
快赶到，但发愁的是不知道树的所有权是
哪个部门，他们先找了园林，但园林说树
不是他们的，如果需要抢险倒是可以义务
帮忙，车主们又问奇山街道，但街道回复
说树也不归他们管……居民告诉记者，11
日，来了一辆大吊车和十几位穿迷彩服的
师傅，但看了看又离开了，也不知道是哪
个部门的。

让车主们上火的是：不知道也找不到
树的主人，不知道这样的事故到底应该找
谁索赔？居民们上火的是：路被挡住了，
给车辆和人员通行造成极大的不便，这该
找谁？

“民意通”发稿后，路通了

12日上午9点43分，大小新闻客户
端刊发《枯树砸坏三辆车，让车主们上火
的是这树竟然没有主》。新闻发出两小时
不到，倒地的枯树就被清理了，道路变得
通畅了。上午11点，记者赶到上夼西路，

现场已经变得非常干净，受损车辆也不在原地。

树无主，索赔无门

树清理了，受损失的车主，仍然索赔无门。被砸的最严重的，是
一辆斯柯达明锐小轿车，车主曲女士说，她的爱车车前盖和大灯受
损严重，车身多处划痕，已经委托保险公司取证代为追偿。“另外两
辆受损车的车主找过奇山物业，但是物业说这树在他们成立前就
有，不归他们管。”曲女士说。

园林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协商后，园林处抢险队义务清理了
倒地的枯树，但这棵树和园林处没有关系。既然不属园林处，那么
树的主人究竟是谁？记者又来到奇山物业。物业公司姜经理介绍，
这树绝对不是他们的，以前也曾经接到居民投诉树杈遮光，没找到
产权单位，无奈之下只好请所有居民签字后，才锯去部分树杈。

YMG全媒体记者 王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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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健 通讯员 夏成 常虹）据市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统计，烟台六区上周
（5.4-5.10）新建商品房销售644套。

新建商品房销售量最高的是
芝罘区，销售175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经纬广场成交33
套，城发·泰颐新城E地块成交25
套。牟平区次之，销售 143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凤凰琉璃
海小区成交10套，山海名都小区
成交8套。开发区第三，销售116

套。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春江
悦茗小区成交20套，海信岱岳小
区成交10套。莱山区销售109
套。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四季
苑2#南E地块（万科·翡翠长安）
成交25套，碧桂园凤凰山庄C区
成交14套。福山区销售56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中海万锦
成交10套，瑞河新城成交6套。
高新区销售45套。销量排在前
列的项目有兴盛·铭仕城成交11
套，博源名都成交10套。

上周六区新建商品房售644套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高
少帅 通讯员 颜环政）5月11日，
市区扬尘综合整治帮扶工作组继
续对市区扬尘污染防治情况进行
了现场检查，共发现30个问题。“回
头看”检查前期发现问题6个，其
中，5个已完成整治，剩余1个未按
期完成整治；新发现问题29个。

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要求责任单位，按照《2020年
春季市区扬尘污染整治攻坚方
案》确定的整治标准，抓紧落实扬
尘防控措施，于3个工作日内整
治到位。市区扬尘综合整治帮扶
工作组将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
踪督办。

扬尘综合治理检查
新发现29个问题

新动力 源头活水来

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地处“三核”之一的烟台双
塔食品遇到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历
史机遇期。近年来，双塔食品加快
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步伐，
寻找新动力、挖掘新动能，通过精
准实施健康产业、生物医药、生态
农业、文化旅游等新的发展思路，
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注入“源头活水”。

激发创新发展新活力，是双塔
食品在疫情防控期间最鲜明的特
色。10万吨豌豆精深加工项目，
作为双塔食品贯彻落实新旧动能
转换，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点工程，于2019年5月12日开工

建设。春节前夕，项目进入最后的
调试攻关阶段，尤其是节后，疫情
严峻期间，在外地技术人员无法到
位的情况下，双塔食品全面组织公
司的研发，技术和设备、工艺方面
的技术力量，展开技术攻关。在没
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
设备的调试，并试车成功。2020
年4月2日，双塔食品豌豆精深加
工综合利用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
双塔食品以科技为支撑，坚定迈向
了深耕豌豆蛋白领域、优化产业结
构、延伸产业链条的新征程。

双塔食品依靠科技研发的力
量，有效破解束缚企业发展的传统
观念，激发创新活力。目前，企业
从单一的粉丝生产加工，衍伸出淀
粉、粉丝、蛋白、纤维、食用菌等十
种产品的“1+10”循环经济模式。

集聚发展新能量的“双塔模式”，成
为行业的标杆和发展方向。

新模式 拨云见晴天

疫情期间，双塔食品着力推出
拳头产品，实现品牌产品差异化。
尤其是蛋白产品，在研发部门的全
力推动下，布局不同应用领域的蛋
白系列产品，以定制化、差异化、专
业化的优势产品，实现技术升级、
产品升级。目前，双塔食品可以为
烘焙、饮料、人造肉等行业，提供专
属的蛋白产品。

销售战线更是抢抓市场机遇，

强势出击。起初，因疫情防控，销
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被动等待
要挨打，快速应对闯出路。双塔公
司组织精干力量，投入了前所未有
的热情，拨开疫情带来的重重迷
雾，全力开发销售市场。看到公司
高端蛋白在健康产业的销售出路，
市场人员立即转变观念，展开一场
疫情防控与销售并行的攻坚战。
连续两个月，实现高端蛋白单月发
货突破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淀
粉、纤维、粉丝市场，销售订单不
断，市场拓展前景广阔。

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员 邵安艺

激发新活力 逆境中上扬
烟台双塔食品把技术研发作为新动能，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
鹏 ) 5月10日，烟台日报传媒
集团大型全媒体民生问政栏目

“烟台民意通”，以《烟台高新区马
山寨东侧海滩垃圾成堆！形成
1.5公里垃圾带》为题，对海滩垃
圾成堆问题进行了报道。

该报道经《烟台日报》《烟台
晚报》、大小新闻客户端、水母网
等“报、网、端、微”共同推出后，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市民看

到报道后拨打6601234反映，附
近海滩也有垃圾，希望清理。马
山寨东侧海滩的垃圾问题是否得
到解决？带着疑问，记者再次来
到现场调查。

5月12日上午10点，记者驱
车驶入滨海东路北寨公交站点北
侧海滩。与三天前相比，海岸线
周围的生活垃圾堆基本被清理，
被海水冲到地面的零散垃圾也不
见踪影。

马山寨东侧海滩垃圾问题有
所缓解，那么周边其他海滩环境
又如何呢？5月11日，有市民向
民意通热线反映，位于马山寨西
侧、烟台自然博物馆北侧的海滩，
亦存在垃圾清理不彻底的问题。

10点30分，记者来到自然博
物馆北侧、海景豪庭小区西侧海滩，
与马山寨东侧相比，这里并没有养
殖户，环境明显要好很多，但烟盒、
塑料袋等生活垃圾也零星可见。

16时许，记者来到高新区马
山街道办事处。街道党委副书记
钟虎表示，稿件发表后，街道高度
重视，立即安排综合整治工作人员
到现场了解情况，并组织北寨村

“两委”干部和养殖户开展环境卫

生大整治。11日起开展日常巡查
和海岸线垃圾清理工作，并通过村
两委，对养殖户及工人进行宣传教
育，督促尽快清理现存垃圾。

钟虎介绍，由于滨海东路修
建拆迁，北寨村海产养殖区于
2005年搬迁至当前位置。该海
滩很早以前垃圾堆积问题就较为
突出，遇到大风天气，以前积累的
垃圾很容易被冲刷到海滩。同
时，海产养殖本就容易产生垃圾，
加上外来务工人员平时缺乏环保
意识，导致该海滩垃圾清理难度
大，清理周期长。

随后，钟虎向记者出示了高
新区创城指挥部刚下发的文件，
其中，海滩环境卫生整治将作为

重点内容，要求在5月底前完成
整改，由马山街道办事处牵头、区
住建局、区综合执法局配合，将辖
区海域内养殖房、渔船等设施进
行集中清理整治，并对辖区内海
滩各类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实行
常态化管理。

“自然博物馆北侧的海滩和
北寨村水产养殖区，都在整改范
围之内。下一步，马山街道将加
大海滩环境卫生问题的整治力
度。面对问题有的放矢，在五月
底之前完成整治工作，打造干净、
整洁的海岸线。后续管理中，我
们将增加一批固定看护设施，强
化看护和巡查力度，确保海岸线
有人管、管得住。”钟虎说。

高新区马山街道回应海滩垃圾成堆问题

遇问题不回避 立即组织整改

烟台双塔食品日前披
露一季度报告：一季度公
司实现销售收入 4.27 亿
元，同比增长18.3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7061.52万元，同比增长
89.9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7483.73万元，同
比增长108.68%，实现一
季度业绩逆势强劲增长。

疫情中逆行，逆境中
上扬。作为一家食品企
业，双塔食品经受住了疫
情考验，在最困难的时期，
化危机为机遇，这得益于
企业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的“亮剑”精神。

不管是停在道路
边还是小区里，“僵尸
车”都让人特别闹心。
昨天，有市民致电民意
通6601234反映，市区
白菊街和白竹街一带
停了6辆“僵尸车”，对
环境和居民出行都有
影响。YMG全媒体记
者随后进行了采访。

一辆白色130货车停在人行道上 一辆灰色微型面包车停在路边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
京兰）12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发布信息：山东省2020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夏
季）（以下简称夏季高考）缴费工作
启动。缴费项目为，考生需缴纳
2020年夏季高考语文、数学、外语
（笔试）三个科目考试费。考生应
于5月25日至29日（每天9：00—
18：00），登陆报名网站（http://
wsbm.sdzk.cn）进行缴费。

已完成山东省2020年夏季高
考报名，且准备参加夏季高考的考
生，均需缴费。已完成山东省
2020年夏季高考报名，但不准备
参加夏季高考，仅参加高职（专科）

单独招生、高职（专科）综合评价招
生、体育单招、保送招生等各类单
独招生考试的考生，无需缴费。
（一）收费标准按照《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鲁发改成本〔2019〕1087号）执
行，语文、数学、外语（笔试）考试费
标准为每科40元，每名考生需缴
纳夏季高考考试费共计120元。
（二）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
费。未在规定时间缴纳考试费的，
将视为自动放弃夏季高考考试资
格。（三）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
试科目不需缴费。（四）各市要通知
和督促考生按时缴费。

夏季高考报名25日开始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