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 2017/8/9 单位：元/500克
品 名 批发价格 品 名 批发价格 品 名 批发价格 品 名 批发价格
白条肉 10 .30 鼓眼鱼 25 .00 大葱 1 .70 小白菜 4 .00
猪后肘 10 .80 大头鱼 18 .00 圆葱 0 .60 山药 5 .00
猪前肘 10 .80 鲅鱼 27 .00 蒜薹 2 .30 茼蒿 11 .00
猪大排 12 .00 舌头鱼 22 .00 土豆 0 .75 西兰花 3 .10
精猪肉 12 .00 蛏子 17 .00 大蒜 3 .80 香菜 5 .00
猪肋排 15 .00 毛蛤蜊 15 .00 豆角 2 .80 菠菜 4 .50
五花肉 14 .00 扇贝 7 .00 芹菜 2 .00 香菇 6 .00
牛 肉 29 .00 养殖虾 30 .00 油菜 4 .30 冬瓜 0 .70
羊 肉 30 .00 墨鱼 25 .00 油麦菜 5 .00 尖椒 2 .20
黑头鱼 28 .00 海螺 16 .00 大头菜 1 .00 富士苹果 2 .00
刀鱼 25 .00 琵琶虾 25 .00 芸豆 3 .20 嘎啦苹果 1 .80

高眼鲽 25 .00 文蛤 8 .00 茄子 2 .00 毛桃 2 .00
马面鱼 20 .00 蛤蜊 6 .00 青椒 2 .20 香蕉 1 .80
偏口 25 .00 鱿鱼 17 .00 西红柿 1 .80 西瓜 0 .60

白鳞鱼 25 .00 八带 33 .00 黄瓜 2 .10 榴莲 12 .00
养殖牙片鱼 25 .00 海蛎子 5 .00 生菜 5 .50 丰水梨 1 .70

加吉鱼 25 .00 蚬 15 .00 菜花 2 .20 哈密瓜 1 .80
鲳鱼 95 .00 比管 22 .00 韭菜 2 .30 芒果 6 .00

养殖鲈鱼 13 .00 大白菜 1 .10 南瓜 1 .50 玫瑰香葡萄 5 .50
美国红鱼 12 .00 青萝卜 1 .20 藕 2 .50 巨峰葡萄 4 .20
黄花鱼 22 .00 胡萝卜 1 .20 蘑菇 3 .00 火龙果 4 .50
鳐鱼 18 .00 白萝卜 1 .00 茭瓜 1 .60 圣女果 2 .50

地址:城阳区正阳路以南308国道西侧 联系电话:0532-87928869 网址：www.cncym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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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南
风3～ 4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
高气温29℃，最低气温25℃。

多云间晴，南风 3～ 4
级，26℃～30℃。

多云间晴，南风 3～ 4
级，25℃～30℃。

第一次低潮在0:33，潮高0.55米；

第一次高潮在6:01，潮高4.55米；

第二次低潮在12:52，潮高1.20米；

第二次高潮在18:00，潮高4.55米。

10日滨海浪高
0.7米，浪向西南，水
温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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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开奖

雷阵雨，南风3～4级 25℃～29℃崂山

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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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郝园
园 实习生 夏琛斐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如果你在地
铁上、在北京街边长椅上看到《漫步
青岛》，不要惊讶，这是一次关于图
书的奇幻漂流，一座城市发出的感
召……8月9日，“书途不陌路 漫
步青岛·全球递书·等你在途中”启
动仪式在青岛举行，2万本《漫步青
岛》从青岛出发，携着和暖的海风，
通过读者的一次次传递，“漂流”于
城市之间，向世界传达来自青岛的
友好邀请。
2011年，佛山女孩梁妍来到青

岛，其手绘的254页青岛美景在网
络上引起广泛关注，《漫步青岛》一
书就此诞生。时至今日，《漫步青岛》
一书仍被外地游客奉为“青岛旅游
经典”。梁妍笔下的青岛，温暖且有
人情味，跳跃又活泼，发展迅猛的经
济新区和欧韵十足的老城区和谐共
处，囊括了或脍炙人口或鲜有人至
的城市漫步路线。
你可以关注“知城”公众平台，

点击“我要递书”查看取书地点，成
为这本《漫步青岛》的第一任递书
人。或是在任何场合捡到一本贴有
“书途不陌路 漫步青岛·全球递

书·等你在途中”标示的图书，扫描
书上的二维码，轻松加入，成为十余
万递书人中的一员。
主办方为所有参与者准备了

各种精彩的活动与丰厚的旅行大
奖：五天四夜国内双飞青岛自由
行，含国内往返双人机票、4晚网
红民宿或酒店住宿、精致青岛文
创伴手礼、青岛文化新地标青岛
书房饮品及代金券、千里行旗下
品牌天猫商城产品及代金券、红
树林度假酒店客房房券、朴宿微
澜山居半价住宿礼券等旅行礼包
参与即得。

□半岛全媒体记者 肖玲玲 报
道

本报8月9日讯 9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青岛出台了《关
于做好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技能
培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要求，扩大培训人员范

围，属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性
质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社
区照料服务、病患陪护服务和
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均可组
织其从业人员参加技能培训；
参照国家已经明确取消职业
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职业
（工种），取消了营养配餐员、

插花员、保洁员；扩大培训机
构范围，凡是确定的政府购买
职业培训服务的承接培训机
构中，开设家庭服务业技能培
训职业（工种）的培训机构经
申请和进行信息采集后，均可
开展政府补贴的家庭服务业
技能培训；调整培训过程管理
方式，利用青岛市职业培训移
动智能监管系统对其培训过程
进行监管；提高培训鉴定补贴标
准，最高提高了700元；将原来的
补贴培训机构调整为补贴家庭服
务机构，提高了培训补贴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和针对性。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通
讯员 袁灵秀 闫浩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近日，八大
关景区五个别墅院落重启开放，
市民、游客在游览传统景点的同
时还可前往参观感受老建筑的文
化魅力。乘坐交运温馨巴士468
路可直达八大关各大景点，即日
起，468路将加密平峰时段的发
车班次，并根据客流情况，随时增
加机动车辆运送乘客。
目前，八大关景区已经开放

了花石楼、公主楼、蝴蝶楼、地
质之光展览馆、西班牙风情馆、

太平湾现代艺术展览馆、遇见
梵高咖啡馆、莫奈花园主题精
品酒店、德国黑森林音乐餐厅
等老建筑。
前往花石楼、公主楼的乘客

可乘坐468路在宁武关路公交站
下车；游览蝴蝶楼可乘坐468路
在正阳关路公交站下车；乘坐
468路在太平角一路站下车可
到达太平湾现代艺术展览馆、遇
见梵高咖啡馆、德国黑森林音乐
餐厅、莫奈花园主题精品酒店、
地质之光展览馆等重启开放的别
墅建筑。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通讯
员 孙红雨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9日，记者获
悉，自 8月10日起，青岛有轨电车
示范线增加1列车，发车间隔缩短
至12分钟，方便市民出行。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家冕 通讯
员 韩丽 聂聿森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佳诺华国际
医养健康小镇项目和金柱智慧康
养特色小镇项目，集中落户青岛西
海岸新区藏马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这是一个月内，继中民嘉业霍普金
斯医疗康复小镇以来，新区再次引
进的两个高端医养健康项目。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媛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据青岛海关

统计，今年前7个月山东外贸进出
口总额1 .0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21 . 8%。其中出口增长14 . 1%，
进口增长32 .8%。

2万本《漫步青岛》走全球
全球递书活动启动，参与还有惊喜大礼

有轨电车发车间隔
今起缩短为12分钟

两高端医养健康项目
落户西海岸

前7个月山东外贸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1.8%

岛城家政业培训补贴最高涨了700元

八大关老别墅开放，可乘公交去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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