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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吨！济南首次投放储备肉
设设4444个个投投放放点点，，每每斤斤1166 .. 22元元，，比比市市价价便便宜宜，，每每人人限限购购66斤斤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段婷婷

16 . 2元/斤！9月12日，济南首批储备猪肉正式开售，引来不少市民选购。据悉，这是济南首次向市场投放储备
肉。此次投放将在中秋和国庆节期间，分两批投放，共1500吨储备冻猪肉，销售网点为全市44个商业网站。

中秋假期铁路客流
主要集中在济青烟

储备肉每人限购3公斤

9月12日，在历下大润发
超市，“市政府储备猪肉销售
点”的绿色牌子非常醒目。这
里销售的冻猪肉为大块冻前
腿肉，价格为16 . 2元一斤，这
比市场价便宜不少。

记者看到，同样在大润发
超市，某品牌后腿瘦肉价格为
27 . 2元/斤，带皮前肘为24 . 9
元/斤，另一品牌精制五花肉
价格则达到41 . 9元/斤。

价格便宜的市政府储备
猪肉，迎来不少市民选购。“我
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专
门赶来的。”正在选购的市民

徐女士介绍，政府投放的猪肉
价格便宜，质量也放心。

不过，现场也有一些人并
不了解市政府储备猪肉，对低
于市场价的肉有些不放心，销
售人员在一旁耐心解释，据他
介绍，“储备猪肉销售第一天，
卖得还不错，每人限购6斤。”

华联超市经八路店，同样
也是首批储备猪肉的销售点。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200斤左
右，很多市民前来购买，一大
早就卖出去十多份。”超市工
作人员表示:“根据要求，每人
限购6斤。”

双节分两批投放1500吨

记者从济南市商务局获
悉，为确保中秋、国庆期间消
费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保
供应、稳市场、惠民生作用，济
南市将于9月12日起分两批在
全市44个商业网点投放1500
吨储备冻猪肉。

储备冻猪肉投放点集中
在承储企业——— 维尔康集团
分布在市区的部分直营店，以
及华联、家家悦、大润发等主
要连锁超市设立的部分专柜，
和区县推荐的网点。储备冻猪
肉投放网点均设置“市政府储
备猪肉销售点”标牌，投放的
冻猪肉价格实行明码标价。

第一批次中秋节投放时
间为9月12日-9月14日，第二

批次国庆节投放时间为9月25
日-10月3日，投放品种为储备
的2、4号冻猪肉，主要是前腿
及后腿。

据介绍，济南市目前猪肉
供应比较充足。为确保日常物
资供应、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济南市自2007年起每年储备
冻猪肉1500吨。今年下半年在
1500吨储备的基础上增加了
3500吨冻猪肉储备，现共储备
冻猪肉5000吨，储备数量列全
省第一位。

除政府储备任务外，目前
承储企业维尔康集团还自行
储存有400吨冻猪肉、3000余
吨冻猪肉副产品，能有效满足
全市猪肉日常消费需求。

最爱五仁月饼！全国就济南好这口
大数据显示，月饼不再是中秋独享，春节端午都有人下单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段婷婷

饿了么口碑数据显示，
今年1-9月初，济南外卖月饼
销量同比增长176%。随着中
秋节临近，从8月初开始，济
南外卖月饼销量开始激增，8
月环比7月增长了182%。

不少吃货深夜吃月饼解馋

今年以来，济南使用外
卖平台购买月饼用户同比提
高156%，其中大学生群体同
比提高161%。有趣的是，根

据月饼外卖备注，有175个月
饼订单都备注是点给孩子吃
的。本地生活平台成为满足
孩子零食需求的快捷入口。

在众多月饼吃货中，历
下区的一名用户累计下单39
次，到达每周下单吃一次月
饼的程度。这名用户一共购
买了60多个月饼，全部为山
东本地品牌的益利思月饼。

同时，饿了么口碑数据显
示，本地生活平台让吃月饼变
得随时随地。首先，在春节、端
午、清明等传统节日均有月饼
订单。

同时，也有很多吃货选择
深夜吃月饼解馋。饿了么口碑
数据显示，今年济南一共有119
个月饼订单发生在深夜时段
(21点—凌晨4点)。

济南人最爱五仁月饼

饿了么口碑数据
显示，济南今年月饼
种类扩张到475种，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1 5 2%。五仁月饼
击 败 了 榴 莲 月

饼，成为济南今年月饼销量
最高的品类。同时，值得一
提的是，五仁月饼在全国其
他地方的销量并不高，属于
济南特有的月饼口味偏好。

同时，今年济南月饼订
单增幅最高的是黑芝麻月
饼，订单量同比增速高达
550%，增速位列济南各月饼
第一。从这些来看，济南月饼
的口味甜度偏低，尤其是与
南方城市相比。

外卖备注送中秋祝福

中秋作为中国人传统节
日，外卖也传递着异乡人的
思乡之情。饿了么口碑数据
显示，共有221个月饼订单是
从外地下单，送到济南来。随
着中秋佳节临近，目前济南
已有近百订单用外卖备注提
前送上了中秋祝福。

有趣的是，今年济南月
饼销量最高的商户TOP5都
来自大润发，用本地生活平
台逛商超，再来一个月饼，已
成为济南年轻人的零食新选
择。

小雨淅沥伴中秋
赏月计划要泡汤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段婷婷

连续两天济南都是淅淅
沥沥、清清冷冷的细雨凉风，
气温一下从30档降至20档，12
日截至16时，济南国家基本气
象站最高气温仅21 . 7℃，最低
气温为17 . 3℃。

13日就是中秋节了，同去
年一样，今年中秋月依然是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最圆时
刻出现在14日12时33分。不过
阴雨天气还将持续，赏月计划
可能要泡汤，预计13日仍有小
到中雨，14日、15日云量较多。

据济南市气象台9月12日
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2日夜
间阴，13日小到中雨转多云，
南风转北风都是3级，13日早
晨最低气温19℃，13日最高气
温莱芜区、钢城区27℃，市区
及其他区县24℃。

14日多云，北风3级，最低
气温19℃左右，最高气温26℃
左右。15日多云，北风3级，最
低气温19℃左右，最高气温
28℃左右。16日多云间晴，北
风3级，最高气温29℃左右。17
～19日多云，北风2～3级逐渐
增强到3～4级，气温下降。

济济南南这这两两年年月月饼饼销销量量TTOOP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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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榴榴莲莲月月饼饼 五五仁仁月月饼饼

22 蛋蛋黄黄白白莲莲蓉蓉月月饼饼 奶奶黄黄月月饼饼

33 豆豆沙沙月月饼饼 枣枣泥泥月月饼饼

44 五五仁仁月月饼饼 豆豆沙沙月月饼饼

55 枣枣泥泥月月饼饼 蛋蛋黄黄白白莲莲蓉蓉月月饼饼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9月12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
获悉，中秋小长假客流以管内及中短途直通客流
为主，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等中
心城市和日照、菏泽、济宁、聊城、枣庄等地间往
返。9月12日起至9月15日，济南将加开230趟始发
列车，198趟动车组重联运行，合计增加运力近30
万。济南到北京、上海、青岛、威海加开高铁。

13日迎客流高峰

今年中秋小长假，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
司预计发送旅客205万人，日均51 . 2万人，较去
年同期增加17 . 1万人。客流最高日为9月13日，
预计发送旅客60万人。

中秋小长假客流主要为探亲及旅游流。九月
正是海鲜上市季节，青荣城际及济青高铁、青盐
铁路的开通，将山东沿海城市青岛、烟台、威海、
日照等串在一起，为“吃货”们提供了交通方便。

根据客流情况，济南局对客流持续较大的
高峰线列车和重联列车暑期开行方案延长到9
月份。9月12日至15日共安排加开运行线29对、
重联列车23对，合计加开始发列车230列、重联
始发列车198列。

济南东站最高开行列车103列

在为期4天的运输期中，济南西站全站发
送旅客预计将超过33万人次。其中，济南西站预计
发送旅客将超过16.8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30%左右，济南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3万
人次。济南西站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13日，发送人
数预计达到5万人次，济南东站客流高峰出现在9
月12日，发送人数预计超过8500人次。

省内出行的客流主要集中在青烟威荣日
照方向及泰安曲阜等旅游热门城市，省外出行
客流以京津、沪杭等方向为主。

节假日期间，济南西站及管内各站将启用
高峰运行图，济南西站最高开行列车335列，较
日常增开33列；济南东站最高开行列车103列。

增开多趟列车

增开济南西至北京南G4272次列车，济南
西至上海虹桥G4965次列车，济南西至青岛北
G9221次、D9471次列车，济南西至烟台D9461次
列车，济南西至威海G9229次列车，济南西至荣成
G6993次、D9459次列车，济南东至阜宁东G4967次列
车，济南东至威海G6991次列车，济南东至青岛北
G9225次、G6997次列车，枣庄至青岛北G9222/3次
列车，平原东至威海D9463次列车。

节假日高速免费政策是指重大
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
为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国庆节等四个国
家法定节假日，以及
当年国务院办公厅
文件确定的上述法
定节假日连休日，
中秋节并不包括
在内。

中秋节高速不免费

1122日日，，在在大大润润发发历历下下店店，，市市政政府府储储备备猪猪肉肉吸吸引引了了不不少少市市民民购购买买。。 记记者者 段段婷婷婷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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