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级 车厘子直径大
小为 26—28 毫米，刚好和一
枚一元硬币的直径相当。

JJ级 车厘子直径为
28—30毫米。

JJJ级 车厘子直径为
30—32毫米。

JJJJ级 车厘子直径在
32毫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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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调
查

车厘子一度以产量少、价格高，被当作“中产阶级的试金石”。
它选择了季节相反的南半球国家智利作为主要产地之一，成熟期又刚好瞄准中国人最舍得花

钱的春节。不知不觉，车厘子就成了按时吞金的年货标配，它是否取代了瓜子花生、糖果饼干，占
据了客厅茶几的C位？买什么型号的最有性价比？本报记者为你提前打探了。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原重庆市沙坪坝区建设委员会）开具给重庆电
子工程职业学院教职工经济适用房（一期）工程农民
工工资保障金收据，金额175.5万元，声明作废。

关于江津·锦绣新城羽毛球场位置变更公示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项目按相
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现重庆鑫滨港房
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羽毛球场位置进行
修改，我局将于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
25日在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法定主
动公开内容-规划信息）、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
在地对变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
内容请到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
项目所在地现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
宝贵意见。特此公告 2021年1月17日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新鸥鹏·拉菲公馆生化池调整的公告
新鸥鹏·拉菲公馆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新鸥鹏·拉菲公馆位于双福新区福城大道，
目前，建设单位重庆江鸥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
审批的设计方案中的生化池调整。重庆市江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 1月17日－
2021年1月23日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
证权利，公示地点为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
站、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
（单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邮寄地
址，在2021年1月29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
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利害
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或视为无意见。

新鸥鹏·拉菲公馆业主及相关利害人可自公示
期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时应提交房产证
（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重大利害关系
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1388386685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13日

两江新区驴肉餐厅（税号92500000MA5YNBY5XL）
遗失：金税盘（编号661732275956）、空白2016版增
值税普通发票200份（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发
票起止号码28669401-2866960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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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1502316385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四屏镇四面组团控制性
详细规划A－35－02/01地块一般技术性修改》方案公示的公告

目前，我局已组织编制完成《四屏镇四面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A－35－02/01地块一般技术性修改》
方案，该方案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为了进一步增强
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将通过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网站、江津区规
划展览馆、修改地块现场、四屏镇人民政府公示栏对
《四屏镇四面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A－35－02/01地
块一般技术性修改》方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
见。公示期限为7天（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1
月25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在公示期内登http:
//www.jiangjin.gov.cn/bm/jjgtfg/jjgtfg_index.html
网站查询相关规划内容，并以文字、图件、电子邮件等
形式反馈意见或建议。为便于更好地沟通和完善规
划，请在提出意见或建议时，署上真实姓名和联系电
话，若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政编码：402260 邮箱：1806437489@qq.com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4769627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15日

渝中
开行“点对点”定制公交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唐全）为贯彻1月6日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交通开投公交
集团西部公交七分公司落实“日消毒、班通风、体
温检测”等常态化防控措施，正确引导出行市民
和职工保持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
集、“一米线”等良好公共及个人卫生习惯。

此外，公司加强对各交通枢纽站、景点、商
圈等客流集散点的监控，积极开行“点对点”定
制公交，避免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大渡口
社区开展五中全会精神宣讲
上百党员群众参加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罗媛）1月15日，大渡口新一社
区特邀新山村街道办副主任苟中俐进行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辖区党员群众共
计100余人参会。

宣讲会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意
义，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
要着力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动员各方面力量
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而奋
斗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成孩子学习科普的乐园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伍雅楠）近日，建筑面积205㎡、
总投资约100万元的百佳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亮相，它集理论宣讲、科技与科普、文化服
务、法律服务、健身健康、教育服务“六大平台资
源”服务功能于一体，并增设展示展览、科技体
验、文化活动、阅览教育4个区域，深受群众喜

爱。
在科技体验区，最爱孩子们喜欢的VR等

新颖形式前总围满好奇的小朋友，阅读教育区
则有数千册图书可供亲子阅读、课外拓展学习
等，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人大代表精准帮扶
助力贫困大学生渡难关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孙月）“有了政府的帮扶，让我能
安心准备毕业……”近日，家住大渡口区建胜镇
的李骁告诉记者，她是一名大四学生，刚上大学
时，因患心脏病几乎花光家里的积蓄。镇人大
代表廖富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此事后，联系镇
社保所，为她申请了临时生活救助，让她能安心
毕业顺利踏入社会。

目前，当地为生活困难、入学困难等特殊家
庭，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工作，救济困难群众
350余人次，并为14户家庭发放城乡临时救助。

“党建+垃圾分类”模式
凝心聚力促进社区环境治理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付琳琳）通过“党建+垃圾分类”
工作模式，目前大渡口锦城社区积极对接社区
民生服务团等单位，依托党建联建机制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了90%
以上，垃圾分类准确率达到了70%以上。

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以来，该社区扎实推进
社区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和各物业公司积极沟
通形成投放、保洁、收运“全链条模式”，将秋实小
区沿街门面的的37个零散垃圾桶全部撤除，并
在店内设置垃圾分类桶，做到垃圾“日日清”。

开环境改善议事会
共建美好生活空间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刘俐艳）1月13日，大渡口翠园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召开了社区推进环境改
善议事会，居民楼栋长、党员义工共计30余人
参加。社区将吸收楼栋长等加入监督小组，制
止乱丢乱抛等不文明现象，带领居民爱护环境
卫生。

此外，社区书记倡议居民骨干能够不断发
动身边热心社区事务的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
各项建设中，从而进一步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志愿者网格员搞劝导活动
共促居民文明行为习惯养成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赵珂玉）从公共秩序到交通出行，
从社区生活到移风易俗，从网络通信到绿色低
碳……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覆盖百姓生活方方
面面，1月13日，大渡口钢花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新生活，养成文明
好习惯”劝导活动，用文明的力量带动他人，践
行文明新风尚。

志愿者袁女士说：“大部分居民是听劝导
的，我们做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今后社区会进
一步组织社区志愿者、网格员及居民小组长等
多方力量，共同进行全面巡逻，促进居民自觉文
明习惯养成。

交巡警进社区
宣传安全文明出行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徐宁一）早晚出行的市民宜身着
可反光的衣服或浅色外衣。1月14日上午，大
渡口区交巡警支队民警走进平安社区，开展以

“交巡警进社区宣传安全文明出行”活动为主题
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辖区30余名群众参加。

民警先给居民们播放了一段交通安全宣传
视频，随后通过面对面讲解交通安全常识、解答
群众疑问的方式，向社区居民宣传和普及道路
交通法律法规知识，倡导“被看见，才安全”，冬
天早晚天色较暗，特别是老年人出门穿浅色外
衣可以提升出行安全。

圆圆的车厘子透着黑红色的光泽，让人看
了就垂涎欲滴。近段时间，进口车厘子价格“腰
斩”，网友打趣称实现“车厘子自由”。

1月13日、14日，记者走访了主城商圈不
少超市和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受产地丰收的
影响，今年车厘子的价格比往年要便宜许多。
甚至有的10斤装已破200元，单价每斤仅十几
元。

那么，车厘子应该怎么挑？进口车厘子能
否放心吃？这些事，记者都帮你问了。

车厘子几乎都是进口货
个头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J（jumbo）是南半球车厘子分级常用的单
位。按照一般分类，车厘子可以分为J级、JJ
级、JJJ级、JJJJ级4个等级。级别越高，车厘
子直径越大，价格越贵。”南岸区一家大型超市
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按每斤单价算，J级车厘
子售价在每斤25元左右，JJ级的每斤40元到
70元不等，JJJ级的是60元左右，最贵的JJJJ
级最少都要100元一斤。

那么，这4个等级会有哪些区别呢？这名
销售人员拿着一元硬币做了测试。J级车厘子
直径大小为26—28毫米，刚好和一枚一元硬币
的直径相当。“JJ级车厘子直径为28—30毫
米，JJJ级车厘子直径为30—32毫米，JJJJ级
车厘子直径在32毫米以上。”

“目前，智利车厘子主要有桑提娜、甜
心、滨库、拉宾斯等不同品种。”而沙坪坝区
大学城某超市的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市面上
销售的车厘子几乎都是进口货。“现在价格
便宜的原因是车厘子产量增长，货源充足造
成的。”

在南湖路的一家水果超市，记者看到，
按斤数分装好的车厘子被整齐的摆在柜台
上。

“和刚上市时相比，现在价格降了很多。”该
水果超市的店员还记得，去年年底车厘子刚刚
上市的时候，JJ级的车厘子能卖到160元左右
一斤。“现在JJ级车厘子十斤才398元，相当于
之前买两斤，现在可买十斤了。”

而“入门级”进口车厘子，10斤已不到200
元，网友直呼“实现车厘子自由”！

线下的价格在降
线上的价格也在降

说车厘子是水果界的“网红”，一点都不为
过。进口车厘子的价格为何今年“普降”？

据公开数据显示，车厘子从2018年就成为
我国进口货值最高的鲜果。仅仅是2018年4
月至2019年3月的中国车厘子进口量，就已经
达到了18万吨，进口货值约13亿美元。

我国进口车厘子主要来自于南半球各供应
国，产品集中在每年11月至次年2月登陆中
国，并在春节期间迎来进口高峰期。其中，受惠
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充足的出口量，智利已连
续多年成为最大的对华车厘子供应国，约九成
左右的智利车厘子都被中国人吃掉。

那么线下的销售市场在降价，线上的情况
如何呢？

1月14日晚上，记者登录天猫、京东等电
商平台发现，车厘子被作为“明星产品”排在网
页或APP界面的前列位置。

各大水果专卖相关的公众号也在推送车厘
子的促销活动，网友留言表示，商家真的是为了
让消费者尝到“冬天第一颗车厘子”而绞尽脑汁。

“我刚刚买了10斤车厘子，是JJ级的。”家
住南坪的徐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和家人都很喜

欢吃车厘子。“酸酸甜甜的味道很
好，往年可能也就是买个三五斤就
完了。今年价格便宜，我一口气就
买了十斤。”

进口水果可以放心食用
买JJ级的车厘子最划算

1月13日、14日，记者走访主城区的水果
批发、零售等多个线上和线下渠道了解到，买
JJ级的车厘子最划算。

“这个月的月底可能还会有一波促销，JJ
级的车厘子十斤也就290元左右。”有水果销售
从业者表示，价格便宜能让更多的人“实现车厘
子自由”。

“可是车厘子都是进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疫情较严重，会不会有风险？”家住北滨路的邓
松，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表示，新冠病毒是动物性病毒，在水果表面
存活可能性很小。与冷冻肉食不同，水果集装
箱的温度都在10度以上，湿度超过80%，运输
时间超过15天，再算上海关检验检疫时间，病
毒在水果表面基本无法存活。“老百姓消费进口
水果一般来说不会造成感染，而且食用之前还
会清洗，大家可以放心。”

另据相关媒体报道，不少进口车厘子的品
牌商采取了从工作人员到生产过程到运输的一
系列防疫消毒措施，从采摘到包装都严格恪守
本地和国际的卫生规范。相关的出口商协会也
依据相应标准把关出口产品，严把进口食品安
全关的中国海关将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宋剑

本报记者走访主城商超和农贸市场，为你带来“车厘子年货攻略”

车厘子价格“腰斩”买JJ级的最划算

市民在超市选购车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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