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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冬季来临，以柑橘、
橙等为代表的应季水果大量上
市。在市区各大超市、水果店
内，柑橘、柚子等成为冬季水果
的销量“霸主”，深受市民欢迎。

柑橘类水果最俏销

在市区矿工路中段一家精
品水果行里，春见耙耙柑这两
天刚一上架，立刻成了当之无
愧的销量王。工作人员表示：

“入冬后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
闻起来清香，吃起来甜蜜，可以
说是市民最喜欢的水果了。”

市区多家超市、水果店里，
各色柑橘类水果集中上市，色
泽鲜艳，清香诱人。体育路中
段永辉超市里，不同品种的柑
橘堆放在水果区域的货架上，
个头玲珑的砂糖橘每斤（1斤=
500 克）6.99 元，不同品种的脐
橙每斤四五元，黄绿可爱的冰
糖橙每斤6.98元，其貌不扬但口
感不错的丑橘每斤约3元……
很多市民停下脚步，拿起购物
袋认真挑选。葡萄柚、三红檬
柚、三红蜜柚、红心蜜柚等也
摆得满满当当，价格从每斤两
元 多 至 5 元 多 不 等 ，很 受 欢
迎。

“冬季最受欢迎的就是柑
橘类水果，销量最大。”永辉超
市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柑橘类
水果主要包括柑、橘、橙、柚等
品类，虽然全年都有鲜果成熟，
但集中成熟上市还是在秋冬季
节。目前正当季，价格也比较
平稳。

在矿工路东段亿昇花园小
区附近一家水果店里，摞着数
十箱高原王子橙。“现在做活
动，每天都不够卖，不少顾客成
箱购买”。

爱 媛 果 冻 橙 、春 见 耙 耙
柑、高原王子橙、精品蜜橘、赣
南脐橙、冰糖橙、小金橘、茶香
橘……市区多家水果店里，柑
橘类水里都占据着C位，成为市

民冬日的宠儿。

“冬天的第一颗草莓”价格不低

今冬第一颗草莓你吃过了
吗？市民马晓乐11月 17日上午
从矿工路一家水果店买了一小
盒丹东草莓，20 颗 68 元，算下
来一颗约3.4元，价格不菲。“孩
子爱吃，大人一颗也没舍得
尝”。

如今，冬草莓已经陆续上
市，市区部分超市及水果店有
售，但量不是特别大。永辉超
市里，工作人员正忙着把草莓
分装成小盒销售，货架上一种
小筐装草莓标价每斤 19.9 元；
旁边的盒装奶油草莓随机单盒
12.8元，有10颗左右。

虽然价格不算低，但总有
市民愿意尝鲜。草莓比较娇
嫩，保鲜期短，市区矿工路中段
一家水果店每天限量进货，都
被老顾客预订一空。不过，由
于目前价格较贵，部分水果店
也是估量进货，不能持续稳定
供应。联盟路中段一家超市工
作人员表示，进的一批草莓已

经卖完，过两天才能再进货；锦
绣街中段一家生鲜超市工作人
员则称，草莓价格太高，今年还
没有开始进货。市民想尽情吃
的话还得再等等。

水果市场品类丰富

冬季水果市场琳琅满目，
除了苹果、梨、香蕉等常规水
果，甘蔗、菠萝、梅子、榴莲、葡
萄、杨桃、芒果等品类繁多。

今年的水果价格整体较为
平稳，苹果多在每斤五六元至
八九元，各色芒果多在六七元
至八九元；精品冬枣、芒果、国
产红提、龙眼等常见水果价格
都很稳定，每斤售价在 10元以
内；杨桃、木瓜、人参果、榴莲等
热带水果销量也比较好，尝鲜
者众。

“天冷了，市民对水果需求
量会相应减少。”市区联盟路中
段一家水果店工作人员表示，
但是随着供暖季到来，近期水
果销量有所增长，“冬季比较干
燥，在暖融融的家里吃水果，十
分惬意。”

品类众多 随心选择

冬季水果市场柑橘类占据C位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招办 11 月
16日提醒今年我市高考、
高职单招的落榜生及已高
职扩招补报名的考生，根
据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
好 2021 年高职扩招单独
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57 所院校将面向我省开
展高职扩招单招工作。其
中我市有3所院校参与招
生，分别是平顶山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河南质量工
程职业学院、汝州职业技
术学院。

根据安排，考生可登

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
章程核定系统”查询了解
我省高职扩招政策和高校
招生章程，也可通过高校
官方网站或拨打高校招生
电话咨询。高校 11 月 30
日9：00至 12月2日 18：00
开通本校高职扩招单招志
愿填报系统，考生可登录
填报，每名考生限报 1 所
高校。

全省高职扩招单招统
一安排在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2日，各高校在本校设
考场，全程封闭考试管理，
到后即考、考后即离，减少
人员聚集和流动。

57所院校参与我省高职扩招单招
11月30日起网报志愿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招办 11 月
17日发布信息，经教育部
考试中心批准，原定于 9
月举行的河南省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延期至12月4
日至 6日进行，考生须在
考前 14 天内每日自测体
温，填写“体温自我监测登
记表”，出现身体异常情况
要及时就医并报告考点。

按照要求，考生须在
考前 14 天内和考试期间
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

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
防护。考生“健康码”“行
程卡”均为绿码、体温检测
正常方可进入考场。除需
核验身份外，考生须全程
佩戴口罩。没有进行封闭
管理的校内考生和校外社
会考生，考前 14 天内每 4
天做一次核酸检测、最后
一次核酸检测时间须截止
到考试当天48小时之内，
持连续3次核酸检测阴性
报告方可参加考试。

下半年计算机等级考试
延期至12月4日至6日
两类考生考前14天内须做3次核酸检测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11月 17日，平
顶山市“崇尚荣誉，重温新
婚”为退役军人拍摄婚纱
照公益活动在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启动。活动启动仪
式结束后，我市退役军人
夫妇代表在现场拍摄了婚
纱照，他们在志愿者的指
引下换上老军装和婚纱，
拍照留念，现场洋溢着幸
福的味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有
这么多朋友给我们捧场，
也圆了我和爱人的一个
梦，这个活动特别贴心、有
意义！”60 岁的退役军人
刘松坡说，他和爱人李秀
峰结婚快40年了，当年结
婚时条件不允许，没有
拍婚纱照。如今，相关部
门和爱心企业为他们圆了
心中的梦，他们夫妻俩打
心眼儿里高兴。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席新利说，退役军人年
轻时献身家国，受条件限
制，大多没有拍过婚纱照，
不少军嫂心里一直存有遗
憾。为此，市双拥办公室、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
米兰婚纱摄影公司开展了
此次活动，提升退役军人
及家属的获得感、幸福感。

即日起，全市范围内
凡是年满 40 周岁的退役
军人及家属（烈士遗属、因
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优先），均可报名参
加，本次活动免费为拍摄
家庭及成员提供婚纱、唐
装各一套，免费为拍摄的
家庭拍摄结婚纪念照、肖
像照，免费赠送 40cm×
60cm油画挂轴，所拍摄照
片 45 天内通过快递寄送
至各村（社区）。符合条件
的退役军人可到各县（市、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
办或乡（镇、街道）退役军
人服务站报名。

我市启动公益活动

免费为退役军人拍摄婚纱照

□记者 杨岸萌 实习生 汪莎

本报讯 11 月 17日，从市人
社局传来消息，我市市级农民工
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示范项目、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优秀项
目评审活动公示结束，每个市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将获
得30万元一次性奖补，每个示
范项目、优秀项目将获得2万至
10万元一次性奖补。

据市人社局农民工工作科
科长郭邦国介绍，为进一步鼓励
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助

推乡村振兴，2021年以来，全市
每季度都开展返乡创业现场观
摩评价活动，为强化示范带动效
应，市人社局开展了2021年度平
顶山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园区、示范项目、返乡创业助力
乡村振兴优秀项目评审活动。
活动由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承
办，专家评估组通过审阅材料、
听取汇报、实地考察等方式，对
申报园区、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
评估。经专家组综合评定，叶县
龙泉乡返乡创业园区等两个园
区被评为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

示范园区，平顶山市爆米科技有
限公司等16个项目被评为市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河南
物华天宝鸽业有限公司等4个
项目被评为市级返乡创业助力
乡村振兴优秀项目。

“通过评审，选树一批在我
市有影响力的返乡创业企业，宣
传返乡创业先进典型和其经验
做法，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返乡创
业氛围，激发在外的平顶山人更
加踊跃地返乡创业、建设家乡。”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文
政说。

2021年度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评审结果出炉

示范园区将获一次性奖补30万元

11 月 17 日上午，市丰莱果蔬交易中心，来自福建产地的批发
商在称重柚子。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