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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枇杷
花期雨水太多导致减产

“今年枇杷价格好，去掉坏的，大小果
打包卖，10元一斤，比去年高了一倍”。曾新
建是龙泉工农村的枇杷种植大户，种了20亩
枇杷，受天气影响，枇杷花期雨水太多，导致
花芽分化不够，结果率低，枇杷产量降低了近
一半。“以前每亩可以产1500斤到2000斤，现
在每亩减产1000斤左右，整体产量至少减少
了40%”。曾新建说，4月底，眼看枇杷就要成
熟，进入最后一次膨大期，又遭遇高温，向阳
的枇杷都不同程度地晒出了“太阳瘢”。“这种
枇杷口味没有变化，但是品相很差，收购商
不会要，挑拣时必须拣出来。”曾新建说，如
此一来，产量又下降了几万斤，使得总体产
量下降了60%，产量下降，枇杷价格攀升，使

得他今年的收入比去年还有所下降，“去年
能卖到十二三万元，今年估计只有8万元。

工农村村主任张文香说，工农村共有
枇杷种植面积2000亩，目前收购价格为10
元到12元，受天气因素影响，今年整体产量
下降，但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一倍，“预
计今年村民收入与去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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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近日公布数据称，我国城
乡居民平均每日水果的摄入量处于较低水
平，因此专家建议，一个人每天应该吃够一斤
蔬菜、半斤水果。

对此，网络讨论集体跑偏，“水果贵如黄
金”，一句话表达了很多网友的心声。

今年水果为什么那么贵？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苹果11元/斤、山竹25元/斤、车厘子50元/斤……

今年水果太贵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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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华西医院片区
交通大调整

交警支招3条就医线路
5月16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片区

的新交通组织就要正式实施了，调整
后如何停车、如何乘坐公共交通？交
警部门已经连续支过招了。对于市民
关心的就医车辆及其他社会车辆如
何通行的问题，5月15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跟随成都交警一分局
民警提前为您探路，简而言之：就医
车辆走电信路，其他社会车辆走公行
道准没错。

线路一：电信路
交通措施：设置就医、公交专用道
适用对象：载急症或危重病人车辆

15日上午9点40分，体验车辆从成
都市武侯区科园一路出发，经二环路
转入玉林南路向华西医院片区行驶。
很快，车辆行驶至电信南街与电信路
交叉口，交警一分局民警在此路口对
车辆进行分流，地面上新的交通标识
已经施划好。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新的
交通组织调整后，电信路（电信南街-
公行道）将原有3条机动车道的左侧2
条车道设置为就医车道，最右侧1条车
道设置为公交专用车道。同时道路两
侧施划了允许临时停车的黄色虚线。

“急症或危重病人的车辆，建议可
以从电信路上的就医车道前往华西医
院。”交警一分局二大队副大队长谢鹏
说，在指定区域临时上下客，即停即
走；若已将病人送达或不需要排行通
过，也可临时借道公交专用道，右转通
过中学路、小学路驶入公行道驶离。

当车辆行驶至华西医院停车场新入
口处附近，也就是电信路与公行道交叉
口，就医专用道结束，车辆可正常通行。

线路二：公行道
交通措施：

施划黄色禁止停车标线
适用对象：

载非急症非危重病人的车辆

对于非急症或非危重病人的车
辆，民警建议通过公行道通行，进入新
建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坐摆渡车往
返医院，摆渡车免费。

随后，体验车辆驶入了公行道，与
旁边电信路拥堵排队截然不同的是，
该条道路双向通行顺畅，行驶的车辆
很少。途中，交通诱导标志已经挂好，
车辆根据指示可迅速抵达华西公行道
地下停车场。将车辆停放好后，记者乘
坐免费摆渡车出来，仅步行100米即可
到达华西医院。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公行道两侧
施划黄色禁止停车标线，禁止机动车
临时或者长时间停放，交警设置有电
子眼对违法进行抓拍。

民警表示，交通组织调整后最大
的变化就是将电信路和公行道进行功
能区分，电信路主要作为就诊通道，公
行道则为通过性道路。若车辆不需要
前往医院或出租车网约车送客，在规
定区域即停即走后，则可以通过公行
道直接行驶出华西片区，避免在电信
路排行等待。

线路三：公共交通出行

市民可以坐公交前往，将启用三
条华西医院专线，无缝衔接地铁、公
交，并在电信路设置公交车专用道，可
快速通行。目前公共交通也是交管部
门建议市民往返华西医院的最佳方
式，绿色出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经法院查明，2016年至2017年，被
告人何某利用其所就职的高校有招收
外籍人员到校学习的机会，与校外教育
中介公司的唐某、许某腾及一家培训教
育公司的李某甲、李某乙分别共谋后，
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在没有开展任何学
习计划、也不会接收外籍人员到校学习
或者明知外籍人员不会到校学习的情
况下，擅自为20余名外籍人员出具相关
学习类签证资料办理了学习签证并收
取费用。

事后，上述外籍人员也并未按相关
规定到校学习。相关外籍人员在获取上
述被告人提供的办理签证所需的资料
后，在四川省出入境管理局办理了签证，
并滞留国内工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等
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符合申请入境条件
的外籍人士提供虚假的在国内学习的材
料，并收取费用，而外籍人士据此办理了

入境证件而滞留境内，被告人的行为构
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最终，鉴于各被告人的自首情节及
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等，郫都法院判决五被
告人均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何某有
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
唐某、许某腾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4万元；判处李某甲、李某乙有期徒刑2
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据悉，5名被告人中有3人为硕士研
究生学历，2人为本科学历。

此案一审后，5人均不服，向成都中
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何某等5人非法为外
籍人员办理签证的数量均超过5件，属于

“情节严重”，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结合犯罪事
实、犯罪性质、自首等情节，量刑适当。

最终，成都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非法为外国人办理签证隐患大
危害国家出入境管理秩序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此案作为四川
省首例向外国人出售出入境证件案，引
起四川省公安厅的高度关注，“随着中
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少外国人想着各
种法子来到中国并希望一再延长居留
期，或打工挣钱、或经商获利，危害的是
国家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此案暴露出的
问题在于，该案是中国高校工作人员与
中介培训机构人员勾结，提供虚假证明
材料，以外国人在自己的学校接受学
习、培训为由，通过合法途径为这些外
国人办理入境签证，而事实上这些外国
人并未在中国的学校学习，这给职能部
门对在境内外籍人员的管理带来严峻
挑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四川首例向外国人出售出入境证件案

一粒车厘子等于一枚鸡蛋

水果贵如金

热议现象 调查 今年水果为啥这么贵?

水果鲜菜价格的“飙
升”，近期不断引发大众热
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
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
介绍今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就相关问题给出了
回答。

刘爱华表示，4月份的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涨
幅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
分点。个别品种同比涨幅有
所抬升，猪肉、鲜菜、鲜果这
三类项目当月同比涨幅都
超过了10%。

导致4月份上涨比较多
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猪肉价
格的上涨，另一个是时令性
较强的鲜菜鲜果受季节性
影响比较大。其中，从鲜菜、
鲜果价格来看，这两个品种
明显受到极端天气季节性
因素的影响，这些季节性的
短期冲击不具有持续性，鲜
菜鲜果价格的上涨也同样
不会持续在一个高位。从这
些方面来看，食品价格是有
平稳的基础的。

记者查询国家农业部
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
全国五种主要水果超市价
数据显示：从2017年5月至
2019年4月，苹果的价格由
10.81元/公斤上涨到13.46
元/公斤，期间呈现稳步上
涨的趋势。2017年5月到
2018年12月，梨子的价格在
6 元 -7 元/公 斤 波 动 ，到
2019年前四月，价格每月上
涨已达到9.20元/公斤。香
蕉、橙子的价格稳中有波
动，而西瓜的价格变动有着
明显的季节性因素影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戴佳佳 摄影报道

西瓜
种植大户转行导致减产

下午4点，彭州濛阳水果批发市场一片冷清，
在去年，任大姐所在的西瓜区域可不是这样。

“去年即便是这个时间点，卖西瓜的也
是从这头排到那头。”任大姐已经做了十几
年的西瓜生意，今年西瓜价格确实高，且

“稳得起”，目前成都基本上卖的是大邑本
地西瓜，从5月初上市的3.1元/斤-3.3元/
斤，已经卖了半个月了，现在批发价依然维

持在2.5元/斤-2.6元/斤。
“换作是往年，刚上市两三块，要不了

几天西瓜大量上市，立即跌到几毛。”任大
姐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减产，前几年西瓜价
格持续偏低，去年又遭遇水灾，种植大户连
年亏本，外地种植大户纷纷撤退转行，导致
产量下降，至少减了一半。“价格一高很多
人就不吃了，买瓜的人自然就少了。”任大
姐说，西瓜在成都还卖不起价格，零售的话
应该在4元/斤-6元/斤，反而运到广州和西
安等地价格会更高。

苹果、梨
开花期遭遇霜冻导致减产

说起苹果和梨的价格，做了三十年水果
批发的邓大荣表示，“几十年难得一遇，价格
涨得凶，涨得快，涨幅大。”邓大荣说，现在市
场上卖的苹果都是甘肃静宁县的，目前苹果
批发价格根据果子大小不同，价格为5元/
斤-8元/斤，原因是，去年4月苹果开花期，北
方遭遇霜冻，坐果率低，产量明显减少了2/

3，且外形品相不佳，从去年收购入库的时
候，各地就开始抢购，每斤收购价格比往年
高出2元，今年清明过后，苹果价格从3.5元/
斤到5.5元/斤持续攀升，长久居高不下。

“产量一少，各地都在抢货，一抢价格
都更高了。”邓大荣说，受霜冻影响的除了
苹果，还有梨等水果。他预计，虽然目前苹
果和梨子处于缺货状态，但是未来价格上
涨空间很小。“已经涨到顶峰了，再涨的可
能性很小了。”

荔枝
树的营养不足等原因导致减产

对于荔枝而言，今年是名副其实的小
年，目前成都卖的荔枝来自海口，产量至少
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批发价为17元/斤-18
元/斤。仁平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贺群说，荔

枝三年一周期，前年和去年都是丰收年，今
年正好是荔枝的小年。“连续两年的丰收过
度消耗了树枝的营养，加上去年南方是暖
冬，开花少，又受雨水影响，结果率低，直接
导致产量降低。”她预计，未来几天马上迎来
广东荔枝上市，但是同样受减产影响，价格
略微下降，但是跌幅空间不大。

车厘子
产自山东量不大 历年价格都高

而网红水果“车厘子”，贺群表示，这是
属于正常价格，跟往年区别不大，近段时间

车厘子卖到七八十一斤，是因为车厘子产
地是山东。“人家出产早，产量不大，价格历
年都高。”贺群说，而现在汶川和汉源车厘
子已经上市，批发价格为15元/斤到25元/
斤，价格与往年区别不大。

专家建议引发热议
网友评论：水果比肉贵

据新华社5月10日消息，在2019全民营养周暨“5·20”
中国学生营养日主场启动会上，中国营养学会公布了相
关调查数据：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日蔬菜的摄入
量为269.4克，与2002年相比，总体平均蔬菜摄入量下降，
尤其是农村居民减少了29.5克；城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
水果的摄入量为40.7克，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指出，蔬菜水果为人体
提供了每日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植物化合
物等营养物质，是合理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蔬果摄入
不足会提升人群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发病率和
死亡率。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马冠生更是建议，应保
证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一个人每天应该吃够一斤
蔬菜、半斤水果。

不料对于这个说法，很多网友却炸开了锅，话题集
体跑偏——

做1个平凡的人：苹果最便宜的也得8块钱一斤，吃
不起啊。

喜欢站着睡觉的兔子：吃不起吃不起，现在的水果
比肉贵。

王者荣耀代打小哥哥：现在水果价格都快赶上海鲜
了，吃不起啊，那我只能吃一斤半蔬菜吧。

和童先生的故事：前段时间芒果上市的时候最便宜
6块一斤。

“呵呵，吃不起啊！水果贵如黄金。”5月15日，这条获
得6万5千多点赞的评论代表了绝大多数网友的真实心
声，现在的水果，真是完全吃不起的节奏。

记者走访零售终端
三个苹果等于一斤五花肉

14日，记者走访了几家农贸市场与超市，水果上的
价格标签和商贩们所说的证实了这样一点：最近的水果
价格确实有点高。

在一家连锁生活超市，车厘子50元一斤，随机称得
一粒车厘子1.25元，这可以买到一枚价格适中的鸡蛋；
红富士9.9元一斤，三个红富士苹果的价格可以买到一
斤猪五花肉；水蜜桃16.8元一斤，三个水蜜桃和一斤五
花肉的价格也相当。

“最贵的是车厘子，50元（1斤），樱桃35元，山竹25
元，最便宜的香蕉也要5元。”在锦江区一家普通农贸市
场，一位水果商告诉记者，就算是最常见的苹果，也卖到
了11元1斤，比去年这个时候的价格高了好几块。而在隔
壁店内，车厘子的售价更是达到了70元。商贩们说，店里
卖的都还是应季的水果，如果是反季节销售的水果，价
格更贵。

在成都一家精品生鲜超市，1斤的量，应季的枇杷需
要21.9元、山竹24.9元、葡萄29.9元、荔枝29.9元、樱桃29.9
元、车厘子60元……而1斤带皮猪五花肉的价格是19.9
元。“水果比肉贵。”真实情况也正如网友吐槽的那样。

“是从今年开始，水果价格涨得很凶，我们生意都不
好做。”农贸市场里，商贩皱着眉头。至于其中的原因，他
们也说不大清楚。

2016至2017年，四川一高校工作人员何某利
用学校有招收外籍人员到校学习的机会，与校外教
育中介培训机构人员勾结，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提
供虚假证明材料，以外国人在中国的学校接受学
习、培训为由，通过合法途径为这些外国人办理入
境签证。据悉，该案为四川省首例向外国人出售出
入境证件案。

5月1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此案一
审法院成都市郫都法院获悉，近日该案经成都中院
二审刑事裁定，驳回何某等五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5人获刑
五人分别获2年6个月至五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国家统计局：

鲜菜鲜果
价格的上涨
不会持续在高位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28
期开奖结果：064，直选：3746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6656注，每
注奖金173元。（18459391.7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28
期开奖结果：06403，一等奖38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55013933.0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55期全国
销售283602540元。开奖号码：
02 04 06 19 22 02+06，一等
奖3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追
加1注，单注奖金8000000元。二等
奖74注，单注奖金569761元,追加
35注，单注奖金455808元。三等奖
173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4963149792.21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
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以
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5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55期全国开奖结果：02 04
16 17 18 22 28，特别号码：0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128期开奖结
果：980。(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市场

/ 法官解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