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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民生价格信息价比三家 采价日期：2018年4月13日

注：本表价格仅反映当日采价时点的价格水平，不作为其他时间购买依据。

商品

黄豆
绿豆

早籼米
粳米
晚米

鲜猪肉
鲜猪肉
腿肉
排骨

鲜牛肉
鸡蛋
鸭蛋
带鱼
草鱼

大白菜

规格

标准品

一级

标一

标一

特一

精瘦肉

肋条肉

鲜中等

鲜中等

新鲜中等

新鲜完整

新鲜完整

鲜250克

活750克

新鲜一级

计量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零售价

新华都

3.98

5.98

2.49

2.80

*

11.80

12.98

9.98

26.80

39.80

4.98

5.98

22.80

7.98

0.78

德辉

3.98
4.98
2.88
*

2.88
13.90

*
8.98
19.90
37.90
3.98
6.58
16.80
8.80
*

乐天天
（宝盖店）

3.98

5.98

2.38

2.58

2.78

11.98

6.98

9.80

21.80

*

4.58

6.98

*

8.80

0.68

玉湖果蔬
市场

4

6

2

2.7

2.5

15

16

14

22

32

4

5

15

7

0.8

中心农贸
市场

3.50

7.50

2.80

2.80

4.20

19.00

17.00

18.00

28.00

35.00

5.00

6.00

35.00

*

2.50

商品

小白菜
油菜
黄瓜
萝卜
茄子

西红柿
胡萝卜
青椒
尖椒
花菜

空心菜
芹菜
土豆
苹果
香蕉

规格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红富士一级

国产一级

计量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零售价

新华都

*

3.98

2.88

0.98

2.68

2.38

1.98

4.98

4.58

3.98

2.98

6.98
1.98
5.98
2.98

德辉

2.38
2.58
3.58
0.98
3.58
2.38
1.98
2.58
5.58
3.58
5.98
3.98
2.38
4.98
2.98

乐天天
（宝盖店）

2.98

1.98

2.98

0.78

1.98

1.98

1.98

2.98

5.98
1.98
2.58
3.98
0.98
3.98
2.88

玉湖果蔬
市场

1

1

1.7

0.8

2

2

1.5

2.5

3.5

1.2

2

*

1.4

5

2

中心农贸
市场

2.50

3.00

3.00

2.50

3
4
2.5
3
5
4
6
3
3
4
3.5

本报讯 电动车故

障送去维修，商家无法

维修，在退还押金时还

只退一半。为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日前，消费

者黄先生致电12315，请

求帮忙调解。

2月9日，黄先生的

电动车因事故送到厂家

定损，厂家要求支付300

元的维修手续费。“手续

费太贵了，商家建议我自

己在其店里维修。”据黄

先生介绍，商家估算了维

修费用约1100元，并让

其支付 400元作为定

金。后来商家又告知电

动车无法维修，让黄先生

取回车辆，但只退还了

200元的费用。黄先生不

满，故将其投诉到相关部

门，要求取回电动车，并

退还费用300元。

12315工作人员接

到黄先生的投诉后，致

电双方进行调解。经调

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

同意自行协商赔偿。

（记者 郑秋玉 通

讯员 黄永建 卢小灵）

付完维修费
车子却修不好

12315
直通车

你的手机保护套安全

吗？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

日前发布的手机保护套比

较试验报告显示，有5款手

机保护套被检出有毒有害

物质超出相关限值。

消费者高频使用的塑

料手机保护套可能含有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而我国尚

无强制性的标准或法规。

为给消费者提供消费指引，

推动出台行业标准，深圳市

消委会近日选取线上线下

热卖的28个品牌30款手机

保护套，参考欧盟、美国等

标准，对样本进行了201项

化学物质测试。

报告显示，有23款手机

保护套没有检出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2款手机保护套

检出限用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但检出值在标准允许范

围内。5款手机保护套被检

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手机保护

套中可能含有塑化剂、多环

芳烃、重金属、短链氯化石蜡

等有毒有害物质，提醒消费

者请勿入嘴咬噬。 （新华）

5款手机保护套
被检出有毒有害物质超标

一大波新款手机来袭 哪款你最钟意？
三四月份，手机市场掀起了一

股小高潮。一大波新机来袭，华

为、小米、魅族等知名手机厂商都

相继推出了2018年的主打新机型，

令不少有意更换手机的消费者心

动不已。

旗舰机比拼“黑科技”

2018年，智能手机升级迭代速

度进一步加快。3月6日，三星S9

国行系列发布，3月19日vivo开启

X21预订，4月 3日小米新旗舰

MIX2S上线接受抢购，华为年度

旗舰P20系列也于4月12日多平台

全面开售；4月13日，“新兵”黑鲨

手机加入战场……一大波旗舰机

型选择于三四月份竞相入市，各手

机厂商以性能提升、外观革新、新

功能等为主要发力点，比拼“黑科

技”，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机换机

热情。

CPU处理器作为手机的核心

部件，2018年除了性能进一步得到

提升外，最具噱头的不外乎引入

“AI”人工智能概念，其中的代表如

华为P20系列，其搭载的海思麒麟

970处理器便应用AI芯片。目前，

手机“AI”应用领域多集中在拍照

层面，不少手机厂商在推出新旗舰

的时候，也都主打“AI摄影”，所拍

摄的照片，在场景识别、图像捕捉

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除了“AI”之外，近期推出的各

大旗舰机型还有不少“黑科技”。

例如vivoX21应用“屏下指纹”，小

米MIX2S支持“无线充电”，黑鲨

手机采用“液冷系统”，而“人脸识

别技术”也在各旗舰机型上得到了

普及。操作系统方面，“安卓阵营”

进一步追赶“苹果”，长期使用后的

流畅性也有了质的提升。

千元机主打功能实惠

对于日常手机功能需求不大

的消费者而言，非旗舰千元机功能

齐全，价格实惠，性价比高，是极好

的选择。

3月12日，荣耀畅玩7C发布，

采用全面屏金属机身设计，并且配

备后置1300万+200万像素双摄像

头，同样具备人脸识别功能；3月16

日红米Note5发布，5.99英寸全面

屏，采用骁龙636处理器，主打旗舰

双摄、AI智能美颜、AI人脸识别，性

价比突出；3月21日魅蓝E3发布，

5.99英寸1080P全面屏，支持快充，

采用侧面指纹设计，配备6GB大内

存。

可以看到，如今各品牌千元机

更加重视体验和工艺，无论在配置

还是性能方面，比较三年前的旗舰

机型也不逞多让，而与同期的旗舰

机相比，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收

获了用户的信赖和市场的好评。

另外，不少旧款旗舰机经历了一轮

轮降价后，也来到了千元机阵营。

可以说，2018年手机市场看

点十足。第一季度过后，紧接着

的二、三、四季度，仍有不少新机

将陆续发布，或许还有个别不为

消费者所熟知的新品牌也将入

场。有购机需求的消费者，对于

新上市的手机也不必急于抢购，

可以待上市过一段时间后，观察

市场口碑，再决定是否购买。

（记者 林本鸣）

消费
资讯

在路上走着，忽然捡到一张“特

等奖彩票”，是不是天上掉下了馅

饼？国内网络诈骗信息举报平台猎

网平台提醒说，这样的“彩票”是骗子

精心布下的骗局，公众要当心。

据受害人张先生反映，不久前他

在路上捡到一张某公司发行的“刮刮

乐彩票”，并刮出30万元“特等奖”。

张先生谨慎起见，先通过搜索引擎对

这家公司进行检索和查证，在发现确

有该公司后，他才放松警惕拨打了

“兑奖”电话。

在“大奖”诱惑下，张先生一步步

落入不法分子铺设的陷阱当中，被对

方先后以“手续费”和“奖金税”的名

义骗走了3.6万元。

经查，这是一个“家族式”电信诈

骗团伙。在全国范围内，仅3月份就

有20余人被骗，诈骗金额高达70余

万元。

对于这类虚假彩票诈骗案件，猎

网平台反诈骗专家分析指出，骗子四

处散发那些所谓的“特等奖彩票”，以

此引起人们注意，一旦有人被“大奖”

冲昏头脑而拨打了“兑奖”电话，便很

有可能听信骗子缴纳“手续费”“奖金

税”等，造成经济损失。除此之外，有

些不法分子还会“做戏做全套”，事先

创建虚假彩票网站，以此来打消用户

疑虑，从而诱骗更多人上当。（新华）

本报讯 入住酒店发现
房间没有打扫，要求酒店进

行处理，但酒店迟迟没有安

排人员打扫。日前，消费者

姜先生致电12315，请求帮

忙处理，要酒店给个说法。

3月15日凌晨，姜先生

入住市区子芳路某酒店。

“入住时，前台工作人员有

说隔夜入住，房间没有打

扫，等天亮后可再安排保洁

人员进行清理。”据姜先生

介绍，当天早上，他出去办

事情，并致电前台尽快安排

工作人员进行清理。然而，

直到当天晚上11点多姜先

生再次回到酒店，发现酒店

还没有安排人员进行打

扫。对此，姜先生很生气，

要求酒店给予解释，并将其

投诉到相关部门。

12315工作人员接到

姜先生的投诉后，经了解

得知，消费者在入住酒店

时，酒店已告知隔夜房加

20元可住两天，在消费者

反映客房未打扫时，已安

排服务员积极配合并当场

进行打扫。（记者 郑秋玉

庄凤英 卢小灵）

入住隔夜房
商家没安排打扫

本报讯 寄送包裹，

先后转了两个物流公

司，支付了两次费用。

但东西不仅没寄出去，

还出现破损。日前，消

费者冯先生致电12315，

请求赔偿损失。

2017年12月4日，冯

先生通过灵秀某物流寄

送花岗石到深圳沙井，并

支付200元费用。“花岗

石被退了回来，但给我打

电话的却是另一家物流

公司，并要求我支付200

元物流费。”据冯先生介

绍，他联系原来的物流公

司得知，他们把快递转给

了其他物流，并且标注

“提货付款”。为取回包

裹，冯先生只好再次付

款，但打开后发现，花岗

石已破损。冯先生认为，

商家未经同意擅自转手

包裹，应赔偿损失及退还

物流费用。

12315工作人员接

到投诉后，致电双方进行

调解。经调解，双方同意

自行协商赔偿，并达成一

致协议。在此也提醒消

费者，寄送贵重物品时应

对商品进行保价，以避免

损失。（记者 郑秋玉 通

讯员 陈田宝 卢小灵）

包裹被转手
没送到还破损

本报讯 因房主是失
信被执行人，房子已被法

院查封，中介公司没有如

实告知，导致消费者无法

过户。日前，消费者关先

生致电12315，要求商家

退还相关费用。

今年年初，关先生

通过子芳路附近的某中

介公司购买了市区的一

套房子，先后支付了定

金 1万元及评估费用

2800元。“房子已经评估

好长一段时间，但中介

公司迟迟不予办理过

户。”据关先生介绍，后

来他从房地产交易中心

查询发现，原房东系法

院的失信被执行人，该

房子已被法院查封，故

无法办理过户。对此，

中介公司并未如实告

知。关先生很生气，要

求退还相关费用，但中

介公司只同意退还定

金，故投诉到相关部门。

12315工作人员接

到关先生的投诉后经调

查发现，双方已签订合

同，消费者确实已支付了

上述费用，故责令商家将

评估费2800元退还消费

者。（记者 郑秋玉 通讯

员 方绍鹏 卢小灵）

房主失信了
房子无法过户

捡到“特等奖”彩票？
警惕新骗术

2.9万元一公斤的“牛栏坑肉桂”

茶，其实是茶商将1000元一公斤的

普通肉桂茶“包装”而成；普通茶叶只

要贴上“大师茶”“山场茶”的标签就

身价倍增……

近来，一款据称产自福建武夷山

牛栏坑、被戏称为“牛肉”的“牛栏坑

肉桂”茶叶受到市场追捧，有茶商称

其为“武夷岩茶中的极品”，茶叶往往

是周边山场出产茶叶的好几倍。

多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

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告诉记者，牛

栏坑是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三坑两

涧”之一，只是一个山场，“三坑两涧”

的地貌、土壤、气候等条件大体接近，

不同山场出产的茶叶品质差异不大，

差别更多源于不同的制茶师傅、制茶

工艺、火候等，“牛栏坑肉桂”并不像

一些茶商宣传的那么独特。

为追逐暴利，一些茶商花样百

出。南平市特级制茶工艺师汪建华

告诉记者，有一次，他把自己做的肉

桂卖给了一个上门让他仿制“牛肉”

的人，一公斤共1000元，没想到这个

茶被对方贴上“牛栏坑肉桂”标签，卖

了近3万元。“还有一些仿制者让我按

照客户需求对普通肉桂进行焙火加

工，然后他们自己贴上‘牛肉’的包装

上市，一公斤近两万元。”汪建华说。

除了假冒之外，武夷山市茶业同

业公会会长刘国英说：“个别茶商炒

作所谓‘山场茶’‘大师茶’‘品种茶’

等，以千奇百怪的‘花名’为噱头哄抬

价格。” （新华）

中医拔罐疗法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虽然拔罐疗法作

用的具体科学机制仍不明

确，但经过长期临床观察研

究和时间的验证，其在保

健强生、治愈疾病等方

面，的确有着良好的功

效。

拔罐的原理是利

用燃烧、抽吸、挤压等方

法排出罐内空气，使罐

内形成负压状态，从而

吸附在体表，进而促进

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新

陈代谢，促进运动疲劳恢

复，甚至治疗软组织损伤。

对于拔罐，不少人仍存

在一些误区。事实上，拔罐

虽然能起到一些实际作用，但

消费者若想安全又有效地达到治

疗目的，仍需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拔

罐。临床上有出血倾向疾病、浮

肿、皮肤破损溃烂等的患者不适合

拔罐，过于消瘦的人也不适合，因

为肌肉过薄会导致罐体难以吸

附。另外，大血管分布处及疤痕处

等部位也不适合拔罐。

第二，拔罐时间不是越久越

好。有人在拔罐后起了水泡，这并

非拔出了“湿邪”，而是因拔罐时间

过长所造成的表皮与真皮分离。

一旦水泡破溃，不仅容易造成感

染，还有留疤的风险。

第三，拔罐不要追求出现紫

印。拔罐时的负压吸引会导致血

液灌注量快速增加，当血液快速灌

注进来时，若造成一部分毛细血管

破裂导致皮下出血，形成紫印。有

没有紫印应该顺其自然，不必追求

一定要出现紫印。

第四，不要轻易前往非正规医

疗机构进行拔罐；消费者若自行购

买家用拔罐设备，需严格依照规范

进行操作，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进

行。 （小明）

“天价”茶叶
是如何“炒”出来的？

不少有孩一族在选购奶粉时，会将目光

投放至海外。不少人认为，国外奶粉价格更

低，质量更好。但实际上，外国奶粉也存在质

量良莠不齐的现象，“海淘”奶粉并不省心。

前几年，我国的电商平台还未完全发

展成熟时，消费者多是通过出国购买。但

随着近年来海淘电商平台的发展，消费不

断升级，借助电商平台购买外国奶粉俨然

成为很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记者在某海

淘平台了解到，同款奶粉在海淘平台上的

售价，往往会低于国内正规渠道的售价。

“海淘方式直接，价格较低。”我市一名有过

海淘经验的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孩

子对奶粉需求量大，海淘平台能够给予消

费者便利的消费模式，因此自己很热衷这

种购买方式。

像陈女士这般的消费群体还有很多，他

们都具备一定的海淘经验。在采访中，他们

告知记者，在海淘过程中他们多采取直邮的

方式，为的就是避免买到假货。但根据去年

中消协发布的2017年“双11”网购情况报告

显示，一些知名电商平台也涉嫌销售假货，

而微商更是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这不得不

让消费者在海淘奶粉时提心吊胆。

“价格低廉，但同样蕴含着风险，自从

得知海淘奶粉也存在乱象之后，每次购买

都是提心吊胆的。”市民小林表示。据了

解，有些所谓的海淘进口奶粉是由代工厂

加工产生，有的则通过变换包装将过期或

即将过期奶粉，重新销售。这样的产品除

了对婴幼儿会有直接的伤害，也伤害了消

费者的信任。

海淘奶粉乱象让不少消费者人心惶

惶，有消费者呼吁有关部门能够规范海淘

奶粉渠道，减少低质产品的出现。

（记者 陈嫣兰）

海淘奶粉存乱象 消费者呼吁加强监管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4月11日公布数据

显示，1至3月我国汽车产销702.22万辆和

718.27万辆，一季度汽车产量同比降幅与

前2月相比略有收窄，销量增速有所提升，

总体表现良好。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介绍，1至3

月，我国汽车产量为702.22万辆，销量达

718.27万辆，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36%，降

幅比1至2月收窄1.45个百分点，销量增长

2.79%，增速比1至2月提升1.07个百分

点。其中，乘用车产销596.89万辆和610万

辆，产量同比下降2.27%，销量增长2.56%；

商用车产销105.32万辆和108.27万辆，同

比增长4.08%和4.06%。

此外，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5万辆和1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56.9%和154.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10.8万辆和10.2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124.7%和13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4.2万辆和4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305.3%和242.6%。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3月，中国品牌

汽车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依次为上汽、长

安、吉利、东风、北汽、长城、一汽、广汽、江

淮和奇瑞。一季度，这十家企业共销售

312.38万辆，占中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的

82.27%。 （新华）

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54.3%

中医拔罐
确有良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