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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桶装水店大多“三无”

找个真崂山水“四挑一”
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杨万卿)10 月 30 日，本报《正规

“崂山”水市区仅两家》一文报

道，市民王先生读报后发现鉴

定自家喝得是假崂山。结果到

圣荣小区后发现小区内有四家

桶装水售卖店，半个小时后才

找到正规水店。10 月 31 日，记

者暗访发现，很多不正规的桶

装水店分布在小区内部，与正

规水店一线之隔，真假难辨。

10 月 31 日，王先生读报

时看到本报的报道，发现自己

之前所喝的崂山桶装水确实是
假的。王先生决定去找正规的

桶装水售卖店买水。下午 3 点，

王先生来到圣荣广场，进入小

区南门后，走了不到 50 米，就

发现路西有个桶装水售卖店，

卖的就是崂山桶装水，在桶装

上有“仰口”的字样。王先生说，

这家水店看上去不像一个正规

的水店，于是决定继续找找看。

半小时后，王先生在经过了两

家卖崂山桶装水店后，终于找

到了位于圣荣广场小区内的唯
一一家正规店。

10 月 31 日上午 10 点，记

者与包装水协会负责人一起，

对奎文区内一些桶装水售卖店

进行了暗访。在暗访过程中，记

者发现，少量水店分布在小区

外围的路口，小区内部成为了

多数水店的聚集处。在奎文区华

银小区，沿华银巷一路向西，不

到 400 米就有三家桶装水售卖

店。在东风东街南侧的南胡小

区，沿街就能见到多家桶装水售
卖店，东风东街北侧也有一家。

新华路西侧，已被证实不正规的

“青岛崂山矿泉水潍坊总经销

处”，仍在营业。

记者注意到，这些桶装水售
卖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成堆

的空桶放在店旁。这些空桶上标

有不同的品牌，但是品牌的标签

和桶的材质颜色都各不相同。在

正规的崂山矿泉水售卖店，墙上

挂着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的授权书，还有崂山矿泉水加盟

店统一规范。店主告诉记者，店

内的空桶每次收回，都要送到青

岛崂山矿泉水公司，统一进行消

毒清洗，不能自行清洗灌装。

潍坊市包装水协会副秘书
长宿光臻提到，之前暗访的小区

内的桶装水售卖店都是“三无”，

他们缺少工商局的营业执证、质

监局组织代码证、税务局的税务
登记证三证。现在很多桶装水店

遍布在小区内，或者小区周边的

路口。水桶上往往贴着大品牌的

标签，却不知道桶中的水是从哪

里灌装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

行为，不仅使水价不统一，水质

也不能保证，并不是“放心水”。

10 月 29 日晚，潍坊中百大厦门前广

场欢声动，炫彩的灯光，外模风情 T 台秀，

慷慨的放歌，激越、铿锵的架子鼓，让在场

歌迷 high 翻了天。纤丝鸟入驻潍坊中百大

厦十周年庆新品发布暨“黑钻石”摇滚音乐

会在此火爆怒放！

冬装新品上市进行中，中百大厦将围
绕“热”这一主题，每个周末都准备了新品

发布、节目表演、模特秀等丰盛文化大餐！

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宋昊阳)10

月 31 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加油站发现，

多数加油站已经停供或限供柴油，不少从

事货物运送的车主叫苦不迭。加油站工作

人员纷纷表示，不能确定柴油供应什么时
候能恢复正常。

10 月 31 日，记者来到位于健康街虞

河路上的中国石化加油站，有不少私家车

在等待加油，然而，当记者在询问是否有柴
油供应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四

五天没有供应柴油了，并让记者去其他地

方加油。随后，记者来到健康街文化路东的

中国石油加油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加油站还可以供应零号柴油，但是限量供

应，一般来说上午限供 300 元的柴油，下午

限供 200 元柴油，要是前几天的话，供应量

还要少，在 50 元钱左右。至于柴油限供的

原因，该工作人员称不大清楚，可能是现在

是处于从零号柴油换到负十号柴油的换季

期，货源紧张，另外一家位于北海路双羊街

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尽管有柴油供应，但也

只是限供 400 元的柴油。

相对于国营加油站，部分民营加油站

的柴油紧缺情况则更加明显。随后，记者又

来到了新华路健康街上的电力加油站，工

作人员一听记者要加柴油，连连摆手称没

有，并告诉记者现在站里存的油连自己人

都不够加的，已经停止供应快一个星期了。

位于东方路健康街上的神舟石化加油站工

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加油站从四五天前就

停止供应柴油了。

市区又见“柴油荒”

多家加油站停供限供

中百大厦

掀起初冬文化盛宴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张浩)觉着楼前的绿地荒着可
惜，不少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

上开垦出一块块的菜地。10 月
31 日，家住金御皇庭的一位业

主向记者反映，这不但影响了

小区的整体环境，也影响了其

它居民的生活。

10 月 31 日上午，记者来

到位于奎文区的金御皇庭小

区，刚进小区没多远，就看到路

边拐角处一块绿地被“瓜分”成

三四块菜地，上面种着些白菜、

韭菜。

在小区 11 号楼前有大约

百平米的绿化带。然而现在除

了一圈的冬青还能看出这曾经

是一块绿化带之外，满眼都是

蔬菜。白菜、萝卜、油菜、葱、香

菜、韭菜，记者粗略的数了一

下，竟有六七种之多。而在小区

其它单元楼前，也存在着同样

的情况。有的绿化带里还留着

蔬菜成长时搭的小菜棚。楼前

楼后，基本上有空地的地方都

被“开发”了出来。

在采访中，小区有居民觉
得种菜也是一种绿化，但是不

少业主坚决反对。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业主认为，这是对小

区整体环境的破坏，而且小区

绿化带属于公共用地，应该是

所有业主共有的，但是现在被

一部分人用来种菜，这样影响

了一部分业主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根据《山东省

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明

确规定，业主不得有侵占、损坏

楼道、绿地等物业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等违反管理规定的

行为。

随后，记者联系到小区的

物业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小区内的绿化用地应该是由开
发商建好之后再转交给物业公

司的，而金御皇庭是一个新建
的小区，还有部分单元楼正在

施工中，物业还没有接手这一

部分。不过据他了解到，明年

春天小区绿化将重新整治。

公共绿地变成菜篮子
有关条例规定：小区绿地不能侵占和损坏

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于潇潇)基于成本持续上涨，肯
德基于 10 月 29 日启动今年第

二阶段调价。10 月 31 日，记者

走访潍坊市区部分肯德基门店

发现，各门店均已上调价格，调

价涉及产品主要包括鸡肉配餐
类产品和饮料，涨幅在 0 . 5 元

至 1 元之间。

31 日，记者走访世纪泰

华、新华路等地的肯德基餐厅

发现，菜单上的价格已经调整。

鸡肉汉堡、鸡块等产品价格上

涨，涨幅在 0 . 5 元至 1 元之间，

饮料涨幅多在 0 . 5 元。

“上次调价变成 14 元，这

次涨到 14 . 5 元了。”在肯德基

餐厅世纪泰华店，奥尔良烤鸡

腿堡的价格上涨 0 . 5 元，原味

吮指鸡(2 块)由 13 . 5 元涨至 15

元，而多款饮料上涨 0 . 5 元。

“光看单价，真没发现涨

价。”在新华路肯德基餐厅用餐
的赵女士表示，单品价格变化

不大，但综合算下来，点完餐后

一顿饭的花费较之前涨了 2 块

钱左右。

对于此次调价，中国肯德

基解释称，这是今年调价的第

二阶段。今年肯德基遭受成本

持续上涨考验，2 月以来鸡肉

原料成本上涨近 15%。因此经

过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后，肯

德基决定酌情调整产品价格。

本次调价主要集中在鸡肉配餐
类产品和饮料。

相关链接>>

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大区经理刘卫介绍到，真正
的“崂山”桶装水，分为矿泉水和山泉水两个系列，分别用
红色和绿色的塑料纸对桶封进行包装。

崂山桶装水的桶封是一次性的，桶封中央贴有唯一样
式的蓝色防尘膜。桶颈下方都有一个落颈。桶颈包装上，有
一个专门的自动喷码，由 20 位数字组成的识别号。每个识
别号对应的桶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桶身上，一般会标有崂
山矿泉水公司的服务电话“96656”。

崂山桶的桶底是向里凹陷的，是 PC 桶，桶底标有“只
能装水”的字样。

真正的崂山桶上并没有任何“天然”的标签；有些仿冒
桶的崂山标志没有注册商标；真正的崂山桶装水统一定价
为 20 元/桶，而市面上的仿冒品往往定价不一，且低于 20

元。各种仿冒桶的材质和颜色也存在差别。

肯德基产品年内第二次涨价
鸡肉产品上涨 5 角至 1 元

真崂山水无“天然”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