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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刘睿）日前，
记者从成都锦江区获悉，该区卫
计局传来喜讯，2016年锦江区医
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考核总分
在全市名列前茅，获评“成都市
深化医改综合排名领先区”。

2016 年锦江区推动建立
了以市二医院、省四医院为“龙
头”，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网
底的锦江区区域医疗联合体。
同时组建了锦江区中医专科医

联体和妇幼专科医联体。围绕
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
分治的有序诊疗模式积极探
索，医联体建设实现了全区17
家社区卫生服务服务机构全覆
盖。此外，锦江区家庭医生根
据健康人群、慢性病人群、需关
注人群、特殊人群的不同特点
分类管理、因病施治。截至目
前，全区已组建98支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累计签约8.7万户。

水果涨价，让饮品店
的老板也很纠结。随着
市 民 对 生 活 品 质 的 提
高，鲜榨果汁开始受到
市民的喜爱。先不说在
各大商场内的开的鲜榨
饮品店，就从去年开始

火遍成都的街头小巷
的鲜榨橙汁车，就
可看出市民对饮
品的要求是越来
越高。

位于成都银石
广场附近的一家饮品
店店员告诉记者，
“今年水果普遍涨
价，为了保证果汁

的品质，我们都是现
榨现卖，所以今年的部
分饮品都有涨价。”

王小姐在饮品店买
了一杯柠檬雪梨汁，确实
是鲜榨的果汁，不过价格
不便宜；一杯不到300毫
升的柠檬雪梨汁，仅用了
一个雪梨和半个柠檬，就
卖到了22元。

王小姐也表示，最近
常去吃的那家甜品店的
的杨枝甘露里的芒果少
了。“杨枝甘露主要水果
食材就是西柚和芒果，以
前去吃的时候芒果放很
多，最近去吃芒果明显少
了很多。”

同时也有市民反映，
最近连去酒店吃自助餐
时，水果品种变少了，都是
本地的橙子以及菠萝、蜜
瓜等比较平价的水果。

早报讯（记者 朱佳慧）记者昨
日从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了解到，4
月18日，执法人员在石羊客运站周
边区域巡查过程中，查获一辆核载
6人，载客21人的面包车。

当日，执法人员发现成新大件
路长城路一段路口，一辆车牌号为
渝A77***的白色面包车，有两人正
在争执，遂上前询问。其中一人向
执法人员解释：他准备前往西昌，付

了钱过来乘车，发现车子都挤不下
了，但对方又不肯退钱，所以吵了起
来。执法人员请车上的乘客下车配
合执法检查，结果车上居然下来了
21个人，而该车行驶证显示核载6
人，驾驶员龙某现场也无法出示任
何营运手续。

据了解，车上乘客均是通过车
站周边喊客拉客人员的介绍来的，
准备搭乘该车前往西昌、泸沽和冕

宁等地，乘客与该车驾驶员龙某互
不相识，在付钱后也没有拿到正式
车票，只收到一张收据，甚至只是一
张白条。

由于涉嫌非法营运，交委执法
总队已对该车进行了暂扣；同时，成
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公安分局也将对
该车驾驶员龙某涉嫌危险驾驶、非
法改装、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作进
一步处理。

早报讯（记者 朱佳慧）昨日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谷雨。
雨生百谷，成都周边的樱桃开始红
了，青白江清泉镇五桂村、仁寿县文
林镇吊庆社区、双流太平镇小堰村、
蒲江光明乡、彭州葛仙山花园沟等纷
纷传来捷报，“我们的樱桃红了哈！”

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今日成
都主要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预计午
后阳光会嗨起来，相比昨日气温有
所回升。未来两天恰逢周末，主要
以阳光相伴，气温将逐渐升高，适宜
出游。

专家提醒，在体验采摘樱桃乐
趣的同时，注意周围环境卫生以防
范细菌滋生，过敏症者提前准备一
些必要的抗过敏药物。另外，春季
是容易犯困的季节，出门游玩时要
多注意户外活动量，不要让自己太
过于疲劳犯困影响身体。

今日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转多
云，其中雅安、宜宾、乐山、宜宾4市
小雨转多云；川西高原北部多云间
晴，川西高原南部和攀西地区阴间
多云有阵雨。

今晚到明日白天：盆地各市多

云间晴，其中雅安、乐山、宜宾、泸州
4 市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小雨。
明晚到后天白天：盆地各市多云，其
中雅安南部有分散阵雨；川西高原
晴间多云；攀西地区多云间晴，南部
局部有分散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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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枇杷要20元 当季水果价普涨
业内人士认为：产量少、人工成本高是涨价主因，但街边水果店仍有盈利空间

进入4月，成都市场
上的水果品种也随之丰
富起来，樱桃、桑葚、枇
杷、油桃等时令水果吸引
着顾客的眼球。不过，细
心的消费者可能已经注
意到了，这些应季水果的
身价可不低。去年不到
10元/斤的丑柑，今年高
达16.8元/斤；在2月份，
10元/斤的红富士苹果，
现在已卖到了 13.8 元。
而新上市的枇杷，也卖到
了20元/斤，较去年涨了
约四成。

鲜果抢“鲜”上市，但
其价格让市民直呼吃不
起。昨日，天府早报记者
走访成都多个水果摊发
现，因水果价位普遍偏
高，商家、吃货们纷纷叫
苦。究其原因，产量少、
人工成本高是涨价的主
要因素。

遭起！核载 6人车上竟坐了 21 人

■天气早知道 周末天气晴好 全家摘樱桃去

楼宇垃圾分类推进工作启动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

生 董瑞舟）在第48个世界地
球日来临之际，“建·城市森林
享·低碳生活——暨成都楼宇
垃圾分类推进工作启动仪式”
在成都举行。来自成都楼宇
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及垃
圾分类减量实践者等近200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

“成都生活垃圾的日产量
达到了 1.5 万吨/日，年产生量

达到467.5万吨，列全国第五，
给我们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成
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
领导小组办公室王副主任介
绍，成都自2011年开始探索垃
圾分类试点，到2016年底，全
市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
达到了63万户，覆盖率达到了
12.4%，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收集
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锦江区获评深化医改领先区

众所周知，店租、人
力和损耗是水果店铺最
主要的成本，但近年来成
都水果店铺越开越多，市
场几乎处于饱和状态，水
果店的生意竞争越来越
激烈。

成都红星路一水果
店铺的老板称，如今水果
店铺的盈利已经大不如
从前，自己经营一家水果
店已经十余载，尤其近两
年来的生意也没有以前
好，很多应季水果也卖不
动了。遇到熟客偶尔聊
起，他们都说现在水果很

多能在网上下单，直接送
到家。

不可否认近两年生
鲜电商确实得到了市场
消费者的认可，但水果生
鲜产业链复杂冗长，冷运
物流成本高昂难以普及
等原因，从很大程度上阻
碍了生鲜的发展。

所以，业内人士普遍
认为，水果电商目前的销
售太难预测了，而线下的
消费群大多是周边社区
居民，因此街边水果店的
生意仍较稳定，盈利也可
以预期。 （沈婷婷）

新上市枇杷一斤20元水果价涨
“在超市买了4个枇杷，就要

20元，太贵了。”家住青羊区的李女
士说，当时买就是为了尝个鲜。昨
日，在大慈寺路一家水果店内，新
上市的枇杷售价20元/斤，较去年
最高的14元/斤，上涨了43%。“批
发价都高达14.6元/斤，我们也没有
办法。”老板表示，店里的几筐水果
是周二的时候从龙泉那边买回来，
都3天了才卖出去了一筐，市民都
买得少，最多买2斤，剩下的还不
知道怎么处理。“说实话刚上市的
枇杷口感并没有多好，价格又高销
量自然上不去，店铺每个月的租金
那么贵，生意并不好。”

以为4月正是吃樱桃的好季
节，市民张女士专门跑到简阳去
体验摘樱桃，从樱桃树上现摘现
装价格30元/斤，“与去年50元/斤
的高价比算便宜的，但是太酸，口
感一般，听说上周有人在成都买
的才20元/斤，感觉亏了。”

商店里价格居高不下，农贸
市场的水果是否会便宜点？在成
都太升南路附近一农贸市场内，
几乎看不到鲜果，多数以苹果、香
蕉、橙子为主，不过苹果的价格也
不低，售价8元/斤。市民李大爷
在各水果摊位前转来转去，最后
却什么也没有买。李大爷说，水
果品种少、价格还不便宜，几个苹
果就要30多元。

“不敢进一些高档的水果，批
发价本来就贵，长时间卖不出去只
有坏掉。”农贸市场内一水果摊主
也很无奈，“苹果、蜜瓜这些水果存
放的时间还能久一点，不像刚上市
的樱桃、枇杷，对保鲜期要求高。”

另外，据成都市发改委市场
价格监测数据显示，4月11日成都
部分农贸市场内，一级红富士的
价格普遍在6.5元至9.8元/斤，而1
月监测的数据显示，一级红富士
的售价在8元/斤。

饮品店鲜榨果汁小幅上涨

街边水果店仍有盈利空间

去年最高14元/斤
目前20元/斤

丑柑红富士苹果

枇杷

去年不到10元/斤
今年高达16.8元/斤

2月10元/斤
现在13.8元/斤

今日天气 明日天气

多云转晴
12-26℃

阴转多云
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