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 20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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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海鲫鱼 6 .00 大葱 2 .20 小白菜 1 .10
猪后肘 10 .50 大头鱼 13 .00 圆葱 0 .80 山药 5 .00
猪前肘 10 .50 小鲅鱼 6 .00 蒜薹 2 .50 茼蒿 4 .00
猪大排 12 .00 舌头鱼 16 .00 土豆 0 .80 西兰花 3 .50
精猪肉 11 .50 夏贻贝 27 .00 大蒜 3 .80 香菜 3 .30
猪肋排 16 .00 毛蛤蜊 12 .00 豆角 2 .30 菠菜 4 .00
五花肉 14 .00 扇贝 7 .00 芹菜 1 .90 香菇 7 .00
牛肉 29 .00 养殖虾 28 .00 油菜 1 .80 冬瓜 0 .50
羊肉 30 .00 墨鱼 25 .00 油麦菜 2 .80 尖椒 1 .80

黑头鱼 28 .00 海螺 17 .00 大头菜 0 .90 富士苹果 1 .80
刀鱼 16 .00 琵琶虾 28 .00 芸豆 3 .30 嘎啦苹果 1 .80

牙鳎鱼 25 .00 文蛤 8 .00 茄子 1 .50 毛桃 1 .50
白姑鱼 12 .00 蛤蜊 5 .00 青椒 1 .80 香蕉 1 .50
偏口 12 .00 鱿鱼 17 .00 西红柿 2 .20 西瓜 0 .60

济沟鱼 6 .00 八带 26 .00 黄瓜 2 .40 榴莲 12 .00
养殖牙片鱼 22 .00 海蛎子 5 .00 生菜 3 .50 丰水梨 1 .50
小加吉鱼 8 .00 蚬 15 .00 菜花 2 .30 哈密瓜 1 .50

鲳鱼 100 .00 比管 20 .00 韭菜 2 .00 芒果 6 .30
海捕鲈鱼 25 .00 大白菜 0 .95 南瓜 1 .50 玫瑰香葡萄 5 .50
安康鱼 5 .00 青萝卜 1 .30 藕 2 .50 巨峰葡萄 4 .00

小黄花鱼 10 .00 胡萝卜 1 .20 蘑菇 3 .50 火龙果 4 .80
老板鱼 18 .00 白萝卜 1 .20 茭瓜 1 .50 圣女果 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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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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间多云，南风3～4级，最

高气温28℃，最低气温23℃。

晴间多云，南风3～ 4
级，22℃～28℃。

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风
3～4级转东北风4～ 5
级，19℃～23℃。

第一次高潮在5：32，潮高4.55米；
第一次低潮在00：11，潮高0.40米；
第二次高潮在17：41，潮高4.60米；
第二次低潮在12：30，潮高0.75米。

8日滨海浪高
0.6米，浪向西南，水
温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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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开奖

晴转多云，南风3～4级 21℃～29℃崂山

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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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转多云，南风3～4级 21℃～29℃

晴转多云，南风3～4级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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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葛欣鹏 报道
本报9月7日讯 地中海抒情

号邮轮，真正的豪华邮轮。半岛邮轮
说明会，真正的惠民说明会。9月8
日下午两点，市南区南京路110号
半岛都市报社18楼，将为大家展现
海天盛筵，为大家送上丰厚大礼。
女士嘉槟，是市民心中难忘的

味道，由过去过年才舍得喝一次的
的女士香槟继承而来，市民来听说
明会就可以赠送，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现场报名，还有518元的泰国原

装乳胶枕、价值1500元的忆古轩红
酸枝红木家具可供抽奖，以及让人
心动的价格优惠。
每个人都需要用一段旅行，来

补偿自己平日的辛苦。6 .5万吨的地
中海抒情号邮轮，就提供了一个绝佳
的机会。9月25日、30日、10月4日三
天，国庆前后岛城唯一的超级豪华邮
轮，将从青岛出发前往日本。
与吨位小的普通邮轮相比，抒

情号可以完美避免因海上风浪引起
的颠簸，享受极致睡眠体验。内舱、

海景、阳台、套房各具特色的舱房，
体验真正的枕着海浪入眠；星级中
餐名厨梁子庚烹饪的精致东方菜肴
及世界美食让您大快朵颐。

团期：9月25日出发，青岛-福
冈-别府-青岛，5晚 6天；9月 30
日，青岛-长崎-青岛，4晚5天；10
月4日，青岛-福冈-青岛，4晚5天。
价格：2480起；详询：80889176。

说明会地址：9月 8日下午两
点，市南区南京路110号半岛都市
报社18楼会议室。

一张百元钞票就可以兑换一
箱价值1188元的茅台镇窖藏原
浆酒，这样的好事就发生在半岛
都市报社一楼，每天来兑换酒的
市民都排成了队。只要您的百元
钞有三位同号、连号或四位对子
号，如：111、234、876、3355、
1818，凭此钞一张即可兑换茅台
镇窖藏原浆酒一箱。
近来，在半岛都市报社一

楼，一位用手推车拉着一车酒的
小伙激动地说：“一张百元钞就
能兑换一箱价值1188元的茅台
镇窖藏原浆酒，这种好事怎么能
错过？而且一次性兑换 10箱还
赠送一坛 20年豪华版封坛老

酒，实在是太好了。”
好酒好酿造，7 . 5平方公里

白酒核心产区，优质的美酒河水、
特有的红缨子高粱、丰富的微生物
和香味物质，使得“茅台镇窖藏原
浆酒”酒体丰满纯香，挂怀持久，味
道纯正，深受广大酒友喜爱！
读者朋友们请 9月 12日前

到活动指定地点“青岛半岛都市
报一层大厅”办理兑换，兑完活
动即止。活动时间：2017年9月
8日～ 9月 12日；活动地址：半
岛都市报一楼大厅（市南区南京
路 1 1 0 号）；咨 询 电 话 ：
18866629732、18866625313。

刘红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实习
生 沈慧 通讯员 李男 报道

本报9月7日讯 9月7日，记
者从交运集团青岛汽车总站了解
到，青岛长途汽车站对长治线路的
发车时间、途经站点进行了调整；
汽车东站则新增莱州班次，发车时
间为13:40；海泊河汽车站的莱西
线路已取消，分别搬迁至沧口汽车
站及汽车东站发车，乘坐莱西线路
的市民可前往就近的青岛长途汽
车站乘车。6:00至 18:00流水发
车，20分钟至30分钟一班。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实习
生 沈慧 通讯员 杲怡 宋晓蕊
报道

本报9月7日讯 现如今公交
车内低头族越来越多，如何让低头
一族放下手机呢？209路公交驾驶
员胡建波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利用
个人对摄影的爱好去秋季车展现场
拍摄了200余张车展照片，从中挑
选出127张，再精挑细选了13张照
片进行了放大嵌入车厢内，26张照
片放入了手拉宝。这样市民在乘车
时可以放下手机看看公交车厢内带
来不一样的景色。据了解，胡建波爱
好摄影已有8年时间。
乘客王女士说，她经常乘坐胡

建波驾驶的公交车，“上次啤酒节他
也布置了很多照片，不但方便了我
们这些老年乘客观看啤酒节，更丰
富了这个车厢。”

萎缩性胃炎是常见的一种胃
病，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
目减少，胃黏膜变薄，或伴肠腺化
生，或有不典型增生为特征。常表
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嗳气，食
欲不振，或消瘦、贫血等。
传统医学一直仅注重杀菌

消炎，认为把幽门螺杆菌杀灭，
胃病就痊愈，其实并非如此。京
北胃肠医院张相亭主任表示：
“除了杀菌，修复破损的胃粘膜
极为重要，另外促进药物吸收也
是治愈的关键。”
市民刘先生患萎缩性胃炎十

多年，经过数个月治疗，已经彻底

康复。能达到如此好的治疗效果，
张相亭主任表示：“我们的治疗技
术和别人不一样。”张主任是通过
结合脉冲导融等国际尖端设备，
使药物迅速到达病灶部位，刺激
新组织再生，通过新陈代谢顶替
掉病灶部位。这种疗法，标本兼
治，彻底清除病灶，不复发，特别
是对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
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胃肠
病变效果奇好。如果您还在为胃
痛、胃胀、反酸、烧心、口臭、腹痛、
腹泻、便秘、痔疮等症状所困扰，
可拨打热线：83085555预约无痛
胃肠半价检查，来诊请空腹。青文

女士嘉槟、泰国原装乳胶枕、红酸枝红木家具，今天下午统统送给你

来听邮轮说明会送大礼

长途站部分线路班次调整
“海泊河”不再发莱西线路

让乘客不当低头族
“香车美女”进公交车厢

茅台镇窖藏原浆为何市民排队抢

萎缩性胃炎，治好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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