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石桥海青石桥海鲜市场鲜市场：：
商家纷纷推出特价大闸蟹
最低6元/只

在成都青石桥海鲜市场，记者
发现几乎家家摊位前都摆出了售
卖大闸蟹的招牌，价格从15元/只
到25多元/只不等。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商家在店铺前纷纷推出特价
大闸蟹，最低价格仅6元/只（母蟹，
重量在1.6两至1.8两）。

提供特价大闸蟹的商家告诉
记者，由于大闸蟹的价格下降，近
日前来购买大闸蟹的市民很多，为
了抢占市场，很多商家都会选择

“薄利多销”来提高销量。
而对于广受关注的阳澄湖大

闸蟹，市场内却很少有商家进行
售卖。“目前市场内应该没有商家
在售卖。”经营水产生意的黄女士
告诉记者，阳澄湖大闸蟹的产量
有限，对于商家售卖要求很高，价
格也比较贵，很多商家已经放弃
售卖阳澄湖大闸蟹。同时，黄女士

也提醒记者，对市场上宣称售卖
阳澄湖大闸蟹的商家要保持“警
惕”。

白家农贸白家农贸市场市场：：
大闸蟹日均销售约3万斤
供应充足，批发价比去年低

作为成都最大的农贸市场，成
都白家农贸市场近期也开始批发大
闸蟹。据了解，国庆期间，成都白家
农贸市场日均销售大闸蟹约3万斤，
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00%，批发
价格也比去年有所下降。白家农贸
市场水产经理赵先生告诉记者，目
前批发市场的大闸蟹主要来源于江
苏、湖北等地，供应量充足。

为何今年大闸蟹产量会大增？
成都市水产行业协会主任潘静介
绍，“由于大闸蟹产业的火热，江苏
等地养殖大闸蟹的商家大量增加，
产量自然也有所增加。”同时，潘主
任也告诉记者，虽然市场上有商家
提供特价大闸蟹，但市民在选购时

不要只关注价格，对于品质也要多
留“心眼”。

水产水产商商：：
江苏湖北等地大闸蟹产量增加
所以今年供应足

从事多年水产经营的刘先生
也告诉记者，以前成都售卖的大闸
蟹主要来自江苏，由于全国各地均
是从江苏引进大闸蟹，江苏产量是
不足以供应全国的。而在今年，由
于养殖技术的提升，江苏、湖北等
地的大闸蟹产量已经有所增加，所
以今年的供应量十分充足。

“大闸蟹价格预计还会下降。”
据刘先生介绍，目前成都市场售卖
的大闸蟹主要来自于江苏，在去年
同期，江苏的大闸蟹供应已经开始
不足，而今年情况却不一样，在成都
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江苏大闸蟹
的供应量也没有出现不足的情况，
而近期湖北大闸蟹也会大量供应市
场，价格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今年大闸
蟹价格下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根本原因还是供需关系的不对等。河
蟹主产区江苏兴化一带，原养殖面积
约80万亩，今年新增10万亩左右，涨
幅高达12.5%；今年气候适宜，非常适
合河蟹生长，今年普遍产量较高。

另外，今年中秋节比起往年提早
约2周时间。由于今年中秋节提前，河
蟹的养殖周期也随之缩短2周时间。
匆忙提前上市的结果是，河蟹规格不

够大，口感也不够好。尽管如今河蟹
规格和口感都已达标，但是价格仍然
迟迟无法上涨。

不过，据不完全统计，养殖河蟹成
功率仍高达7-8成，其中盈利的养殖户
约占3成，保本的养殖户约占4成。即使
有养殖户亏损，也只是轻微亏损，不会
出现大量亏损的现象。相较于其他高
收益高风险的品种，比如对虾，河蟹可
以说是比较“稳健”的养殖品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叶燕

“供需不对等”、“提前上市”……
多方面原因造成今年大闸蟹价格下跌

探因

以往，大闸蟹还没有上市时，各
大电商平台销售的大闸蟹礼品券早
已火热。但今年出现一个新现象，记
者昨日从京东到家上发现，目前提供
的大闸蟹礼券价格在359元到959元
不等，但不少礼券显示月销售额为0。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经营水产
生意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大闸蟹
价格相比于去年降低了很多，很多市
民在选择大闸蟹礼券时对于低价礼券
不太信任。另外，通过礼券购买大闸蟹
的诸多限制，也是大闸蟹礼券热度降
低的原因之一。

“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下降，大
闸蟹已经是很‘平常’的商品了。”刘
先生说，目前很多平价超市已经开
始销售大闸蟹，市民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在市场里自行选购。“周边超
市里就可以购买，为什么还要选择
礼券呢？”

大闸蟹礼券遇冷 价格下降是一大原因

现象

在成都青石桥海鲜市场，商家推出特价大闸蟹

京东到家上显示的大闸蟹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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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闸蟹
又多又便宜速来，“蟹”谢！
成都市场大闸蟹最低6元/只，供应充足 水产商：价格还有可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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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食品”“五毛食品”……

成都四部门联合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

10月12日，成都市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整治食品安全
问题联合行动工作推进会议召开。记者
从会上获悉，从今年10月中旬至11月
底，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据介绍，此次联合行动主要涉及4
项任务：一是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
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
厂”“黑作坊”“黑窝点”，重点整治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中非
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生产经营“山寨食
品”、商标侵权食品等假冒伪劣食品，
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标注虚假信息等
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实施保健食品行
业专项清理整治，严肃查处保健食品
标签、说明书虚假宣传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标签、说明书与注册或备案的内
容不一致等虚假宣传问题，重点整治
违规直销和非法传销以及在保健食品
中非法添加西药及其他非食用物质等
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推动解决学校及
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食
品安全问题，重点整治校园周边经营

“三无食品”“五毛食品”和假冒伪劣食
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整治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重点解决蔬菜、禽蛋、
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
加禁用成分问题。

据悉，联合整治行动分为全面排
查、集中整治、督导检查、总结评估四
个阶段。各地将全面梳理食品安全领
域在监督检查、抽检监测、案件查办、
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中发现的问题线
索，聚焦4项重点任务，深挖一批严重
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并建立问
题台账和清单，实行销号式管理。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我
们将加大整改和查处力度，重点打击

‘山寨食品’、农村及校园周边‘三无’
产品、假冒伪劣保健食品、假劣农药兽
药等，在全市范围内推行食品经营、农
村群宴在线监管，严查无证无照生产
经营，坚决打击‘黑外卖’，坚决查处食
品、农产品违法行为的组织者、经营
者、获利者，形成有效震慑。对外集中
发布一批关注度高、代表性强的农产
品及网络食品制假造假食品安全案
件，营造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零容忍’
社会氛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男子公交车内呕吐晕倒
司机立即停车救助

9日14：30，王家斌驾驶公交车
从三里坝站驶往华阳客运站方向，
途中一名精神看起来不太好的男

子上了车。当车辆行驶至牧华路往
南湖大道转弯之后，王家斌注意到
这名男子歪歪倒倒地站在垃圾桶
旁开始呕吐，他最初以为只是乘客
晕车，遂降低了车速行驶。

见男子身体不适，一名热心女

乘客起身搀扶他，并把座位让了出
来。“师傅，有人晕倒了！”14：40，当
车辆行驶至路口等待信号灯时，男
子突然晕倒，热心乘客急忙通知王
家斌。听到救助声，王家斌立即将
车停在路边，开启应急灯，拨打120
急救电话，并向公司报备。

与此同时，热心乘客推开车
窗，让车内保持通风。

热情乘客买来葡萄糖
男子喝下后情况好转

“小伙子，你咋啦？”大约两分
钟后，男子意识稍有恢复，王家斌
问道：“快躺下休息下，我喊了120，
马上就来。”尽管男子苏醒，但说不
出话，用手指了指身旁的包。王家
斌把包递了过来说：“你放心，都在
这儿，丢不了。”男子从包里拿出本
子写道：“我要回家”。

经过了解，该男子是安岳人，
因钱包失窃，已接近3天没有进食，
有低血糖，打算去华阳车站乘车回
安岳老家。听到这里，车内热心乘
客主动去买来葡萄糖，王家斌将男
子扶起，配合热心乘客将葡萄糖水
给他喝下。

14：54，120急救人员赶来，初
步检查这名男子无大碍，他拒绝去
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王师傅和热心
乘客立即掏出现金，让其先去附近
吃饭再继续赶路。

43岁的王家斌开公交车一年
多，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突发状
况，但他救助晕倒乘客从容不迫，
还对其他乘客做好了解释工作。

“作为公交司机，这是我应该做
的。”他说，就算换成其他人也会这
样做，而且可能还会做得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奶奶电梯跌倒获救
微博急寻好人

10月14日晚10点18分，彭女士
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带
着宝宝和奶奶逛完超市后，上扶
梯后奶奶不慎跌倒，冲上来一男一
女救助，还有一位女生迅速按住紧
急按钮……请帮我找到那三位勇
敢的男生和女生，我和我的家人想
对他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电话与彭女士取得了联系，她第
一句话就问：“救人的人找到了
么？”在与彭女士的交谈中，记者了
解到，孩子受了惊吓，目前状态还

好。奶奶受了点轻伤，也无大碍。
彭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当天的

惊魂一刻。她说，14日傍晚6点过，
她带着8个月大的宝宝和奶奶逛完
超市准备回家，上电梯时，奶奶推
着推车，她抱着宝宝在后面，随后
奶奶一个踉跄摔倒了。“此时电梯
还在运行，奶奶躺在电梯上不能
动弹，我一手抱着宝宝一手想去
拉奶奶，真的无能为力，宝宝也吓
得哇哇大哭！”彭女士说，后来她
只得大声呼救：“救命，救命……”

“这时，从我身边冲过去一个
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人冲上电梯扶
起了奶奶，另一个女生迅速按住电
梯的紧急按钮，电梯停止了运行。

所幸，奶奶只是腰部和膝盖轻微擦
伤，暂无大碍！”彭女士说，她非常
感谢那两位勇敢救人的男生和女
生，也非常感谢那位迅速按下紧急
按钮的女生，是她及时让电梯停止
运行，避免了更大伤害的发生。

寻找三位勇敢的好心人
欲当面致谢

“请帮我找到那三位勇敢的男
生和女生，我和我的家人想对他们
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彭女士说。昨
天下午，记者陪同彭女士来到蓝润
商业管理中心调取了当晚的监控
视频。视频显示，当天傍晚6点20

分，奶奶推婴儿车上扶梯，没有站
稳向后跌倒，身穿深蓝色上衣的一
男一女冲上电梯扶起奶奶。由于监
控角度问题，没拍到按下紧急按钮
的女生，但彭女士却对她印象很深
刻，“她当天穿着黄色卫衣，手捧奶
茶，身高大概1米55。”

如今彭女士仍心有余悸，但她
还是想留存这份视频，“等宝宝大些
了，我会给宝宝看，鼓励宝宝做一个
善良、勇敢、坚强的人。”她还希望找
到3位好心人当面致谢，广大市民
若认识他们，请致电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热线电话028-86612222，帮
助彭女士一圆心愿。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胡挺 李跃

老人电梯上摔倒
3位勇敢相救的好心人 你们在哪里？

10月14日傍晚6点过，
家住成都华府大道的彭女
士，抱着8个月大的宝宝和
奶奶逛完超市准备回家，不
料在上电梯时，奶奶一个踉
跄摔倒，她一手抱着宝宝一
手想去拉奶奶，但真的无能
为力，宝宝吓得哇哇大哭。
情况非常紧急，彭女士大叫
“救命，救命”。听到呼救声，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冲上
电梯扶起老人，另一个女生
迅速按住紧急按钮，电梯随
后停止运行……

昨日，彭女士向媒体求
助，希望大家能帮她找到这
三位救人不留名的好人，当
面致谢。

事发

感恩

金秋十月，又到了吃大闸蟹的
黄金季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会
选择在这个时候品尝一下大闸蟹的
鲜美。

根据饿了么数据显示，今年
7月1日至10月8日，大闸蟹外卖
销量同比增长29.1%，相对应的
外卖用户同比增长29.4%。其
中，阳澄湖大闸蟹的订单量同比
增长94%，外卖用户同比增长
35.5%。

10月15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走访成都白家农贸市场
和成都青石桥海鲜市场发现，今
年成都售卖的大闸蟹价格与去年
相比有所下降，甚至出现6元/只
的特价大闸蟹。记者了解到，目前
成都市场供应的大闸蟹主要来源
于江苏、湖北等地，供应量充足。

男子公交车内晕倒
司机停车救助 热心乘客买来葡萄糖……

暖心
一幕幕

“师傅，有人晕倒了！”
正在行驶的四川双流811路
公交车内传来一声紧急呼
救，驾驶员王家斌立即停
车，开启应急车灯，拨打120
急救电话，乘客飞奔买来葡
萄糖……

这暖心的一幕发生在
10月9日，一名男子身体不
适突然晕厥在公交车上，司
机乘客合力救援，让其转危
为安。

司机和热心乘客给男子喂葡萄糖

银保监会：修改两部条例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国
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
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银行管理条例》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1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
福寿表示，本次修改两部条例的部分
条款，主要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落实已宣布的重大金融开放
举措，将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保险业
对外开放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

刘福寿表示，两部条例的修改，进
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准
入条件，丰富了外资银行的商业存在
形式，为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设立
和经营提供了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
环境，这将吸引更多机构来华经营。“比
方说，取消拟设立外资银行法人的外
资唯一或主要股东的资产规模限制和
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30
年经营年限的要求，将为规模或经营
年限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但具备专业特
色的外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提供更多
空间。我们欢迎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金
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为金融市场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服务广大金融消费者。”他说。

两部条例的修改还进一步扩大了
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降低了部分
业务的准入条件，为外资银行展业提供
了更有利的条件，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开
业时即可同步开展本外币业务等。

“我们希望现有外资机构能够充
分利用两部条例修改带来的发展空间
和机会，不断提高外资银行和保险公
司的经营活力与管理能力。”刘福寿说。

条例修改后，如何平衡外资银行
和中资银行的发展？“我们一直秉持内
外一致的原则，始终强调对民间资本、
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各市场主体公
平对待、一视同仁，在同一个规则下开
展合作与竞争，形成多赢格局。”刘福
寿说。

他表示，目前，我国银行业保险业
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多元
股权结构。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构建
公平一致的市场环境，将更加有利于
银行业、保险业充分竞争，优化股权结
构，规范股东行为，形成合理多样的市
场体系。

刘福寿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
尽快出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等相关配套制度，形成更加完善的
对外开放制度体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