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20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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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逛鱼 10.00 大葱 1 .40 小白菜 2.80
猪后肘 9.00 大头鱼 8.00 圆葱 1 .30 山药 6.00
猪前肘 9.00 鲅鱼 16.00 蒜薹 4.20 茼蒿 4.50
猪大排 9.50 舌头鱼 14.00 土豆 1 .60 西兰花 2.80
精猪肉 10.00 夏贻贝 33.00 大蒜 3.50 香菜 6.00
猪肋排 12.50 毛蛤蜊 15.00 豆角 5.50 菠菜 1 .80
五花肉 12.00 扇贝 7.00 芹菜 2.00 香菇 8.00
牛肉 30.00 冰鲜虾 32.00 油菜 2.00 冬瓜 1 .80
羊肉 35.00 老板鱼 15.00 油麦菜 2.30 尖椒 3.80
鸡翅中 19.00 海螺 22.00 大头菜 1 .50 富士苹果 2.20
鸡腿 7.00 黑头鱼 23.00 芸豆 6.00 沙糖橘 3.50
鸡胗 11 .00 鱿鱼 17.00 茄子 3.00 哈密瓜 3.00
刀鱼 23.00 蛤蜊 6.00 青椒 3.50 香蕉 2.00
牙鳎鱼 25.00 海虹 2.60 西红柿 1 .90 西瓜 2.00
白姑鱼 14.00 小黄花鱼 13.00 黄瓜 3.50 榴莲 20.00
偏口 14.00 海蛎子 6.00 生菜 3.00 丰水梨 1 .50
沙丁鱼 23.00 蚬 12.00 菜花 3.30 猕猴桃 3.30
牙片鱼 23.00 比管 22.00 韭菜 2.50 甜宝草莓 7.00
加吉鱼 23.00 大白菜 0.75 南瓜 2.50 南方甜橙 2.80
鲳鱼 85.00 青萝卜 1 .30 藕 2.00 柚子 1 .50
鲈鱼 12.00 胡萝卜 1 .80 蘑菇 3.30 火龙果 3.50
安康鱼 7.00 白萝卜 1 .30 茭瓜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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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有雾，南风
4～ 5级阵风 7级，最高气温
9℃，最低气温6℃。

多云转阴，沿海有雾，南
风 4～ 5级阵风 7级，
7℃～ 10℃。

阴局部有阵雨转多云，南
风转北风3～ 4转5～ 6
级阵风8级，0℃～11℃。

第一次高潮在1:45，潮高3.15米；

第一次低潮在8:33，潮高1.15米；

第二次高潮在14:51，潮高3.50米；

第二次低潮在21:07，潮高1.70米。

13日滨海浪高
0.8米，浪向南，水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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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开奖

晴，南风4～5级 6℃～9℃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湿度

60%~90%

晴，南风4～5级 7℃～ 13℃

晴，南风4～5级 9℃～ 19℃

晴，南风4～5级 9℃～ 19℃

晴，南风4～5级 9℃～ 17℃

晴，南风4～5级 9℃～25℃

晴，南风4～5级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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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鲍福玉 通讯
员 江敦双 报道

本报 3 月 12 日讯 随着冷空
气节节败退，这两天岛城的沿海一
线被来自海上的雾气占据，为此，市
气象台也连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信号，提示市民注意防范。不过随着
一股强冷空气的到来，海雾情况将明
显改观。据预报，15日下午起，受一
股强冷空气影响,将给本市带来大风
降温天气,北风5～ 6级阵风8级,而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4日夜
间，本市南部地区阴有小雨。
值得提醒的是，有海雾时，大部

分时间吹东南风，气温明显下降，加
上空气湿度大，相对湿度超过90%，
人体感觉比较阴冷，不舒适，市民还
是需要多穿点衣服保暖。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 3月 12日讯 半岛记者

12日从青岛市高管处获悉，按照市
“美丽青岛行动”交通环境提升的
总体安排，市高管处从3月13日至
6月30日期间，将实施沈海高速胶
州、莱西服务区提升改造工程，对
地面、站房、绿化等进行维修整治。

届时需要对两处服务区进行封闭，
提醒广大司乘人员提前选择其他
服务区停车休息。
在封闭施工期间，G15沈海高

速青岛段只有黄岛服务区（原胶南
服务区）对外开放，距离胶州服务
区约 50公里，过往车辆可选择在
这里休息、加油等。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红 报道
本报3月12日讯 春天来啦，咱

赏花去！本次“大社带你游”，跟着携程
旅游百事通，带您走进江西花海的世
界！3月15日将举行说明会，到场就
送伴手礼，咨询电话：80889028。
婺源油菜花开，一片金黄，与徽
派建筑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婺源篁
岭数十栋古老徽派民居在百米落差
的岭谷错落排布，家家凿窗采光，户
户支架晒物。阳春三月，篁岭油菜依
山而种，由远而近层次分明错落有
致，一片金黄花海飘香，梯田上的徽
派建筑如粉墨油画，还有梨花赛雪、
桃花嫣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宛
如一个乡村童话世界。
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有司春女
神、巨蟒出山、老鹰抓鸡、三龙出海、狸
猫待鼠、童子拜佛、玉女开怀等景点，
漫步于高空栈道，不经意间体会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意境。
据介绍，到婺源赏花有两条线路：
桃花源+景德镇+婺源双卧5日游，
1690元/人起。三清山+婺源篁岭+景
德镇+南昌双飞4日游，2380元/人起，
高端精致小包团，全程纯玩无自费！
3月15日上午10点在南京路110
号半岛都市报业大厦18楼会议室将
举行说明会，到场的读者送伴手礼
一份，咨询电话：80889028。

这几年无痛胃肠镜深受欢迎，
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比
一般人更容易患胃肿瘤，因此他
年年做胃镜。“开始，只希望比普
通胃镜能受的罪轻一点儿，可没
想到，无痛胃镜真的一点儿都不
痛。”很多患者都这样说，以后再
也不怕检查了。
日前，很多健康栏目普及了无

痛胃肠镜检查重要性，建议市民积
极检查，也指出：日本美国民众早
已推广无痛胃肠镜。无痛胃镜比传
统胃镜好在哪里？
青岛京北胃肠医院作为我市

一家有 10年资历的胃肠专业医
院，几年前，就率先引进无痛胃肠
镜检查技术，40年临床经验的老

专家说：“有了无痛胃肠镜，患者觉
得不是忍受了一个胃肠病的检查，
而是很舒服地享受了一个检查的
过程。”因为这个检查第一：不痛
苦，患者检查变得很积极；第二，数
十倍放大病灶部位，可以全面清晰
观察胃肠道，高清无死角，精准率
更高；第三，高清晰的动态检查，大
大提高了早期肿瘤的发现率。
据介绍，无痛胃肠镜只在本市

少数专业医院才开展，青岛京北胃
肠医院汇聚了多位权威专家坐诊，
也是较早开展无痛胃肠镜的医院，
很多老胃肠病患者都喜欢在这里
做检查，如果您需要检查，可以拨
打热线：83085555，预约咨询无痛
胃肠半价检查。 青文

海雾“迷城”山海一色
明晚南部地区阴有小雨，后天冷空气吹散雾气

□半岛全媒体记者 郝园园 通讯员 朱博文 报道
3月12日，崂山在平流雾的映衬下宛如仙境，美不胜收。

注意！沈海高速俩服务区封闭施工

说一说，老病号为何都选无痛胃肠镜？

不恶心，不疼痛，轻松查胃肠

走，到婺源赏梯田花海
后天举行说明会，到场就送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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