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多量少是主因

记者查询发现，不仅仅在太
原市，今年全国各地西瓜价格均
呈上涨态势。据国家农业农村部
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6 日，西瓜价格为
每公斤 3.08 元，每 500 克 1.54 元；
而去年同期仅为每公斤 2.12 元，
每 500克 1.06元。同比上涨 45%。

“价格涨了，销量也下跌了，
我今年拉了十几万斤的西瓜，目
前还有 8 万斤库存，销量比去年
这个时候下降了 3成。”和平北路
漪汾街口一位正拉着一车瓜的摊
贩刘先生告诉记者，今年西瓜进
价均较往年上涨了近一半。西瓜
价格普涨的原因主要是受天气影
响，有的西瓜长到三四斤就裂开
了，减产比较多。另外，过去几年
里西瓜市场竞争激烈，瓜农赚钱

不易，多多少少缩减了种植面积，
导致现在主力的中熟品种西瓜补
充量有限，瓜价自然上涨。

记者走访发现，西瓜价格上
涨主要原因主要是：首先是受到
天气影响，今年雨水较多，河南、
上海、山东、安徽和江浙地区等多
个西瓜主产区遭遇集中暴雨的极
端气候，产量受到明显影响，不可
避免地出现减产，市场供应量相
对往年偏少，价格走高。其次是
农资价格上涨，西瓜的种植成本
增加。业内人士表示，虽然现在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西瓜，但是
随着中熟瓜在 8 月逐步采摘结
束，而后进入夏天吃瓜的“翘尾”
期，即便本地晚熟瓜还有一波错
峰上市，其价格很可能保持稳中
略高。 记者 孙耀星

价格偏高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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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耀星）记者 8月
11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太原市税务局
获悉，即日起，在全市推行新办纳税
人税务 UKey（电子发票的身份认证
及信息加密设备）网上免费申领、免
费邮寄配送服务。此举切实打通新
办纳税人全程网上办税最后“一公
里”。

据了解，税务 UKey 是纳税人免
费使用增值税发票公共服务平台开
具发票的必需设备。既可开具电子
票，也可开具纸质票。包括增值税专
用发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增值
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
一发票。其优点在于体积更小，便于
携带；国密标准，更加安全；支持增值
税发票公共服务平台；免费申领，无
任何费用。太原市范围内的新办纳
税人注册使用山西省电子税务局等
网上平台，即可享受税务 UKey 免费
领免费邮服务。

税务人士介绍，新办纳税人注册
并登录山西省电子税务局后，在首页
界面选择“套餐业务”大类中的“新办
纳税人套餐服务”，并依顺序完成相
关环节业务。待进入“税控设备”环
节，点击选择“税务 UKey 免费领

取”，自动进入税务 UKey 邮寄界面，
点击“邮寄地址维护”，选择“新增”，
填写税务UKey邮寄地址和收件人信
息后“保存”并返回“提交”既可完
成。

需要注意的是，免费邮寄服务限
于太原本市范围内，收件人需持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签收快递。新办纳税
人当日 16 时前发起的申请可于当日
完成邮政EMS揽件，之后的申请于第
二日揽件。邮政部门会尝试三次派
送，如仍未派送成功的，邮政部门会
将税务 UKey 退回发件税务机关，后
续由纳税人自行前往领取。

本报讯（记者 牛利敏 马向敏）春季柳
絮纷飞，夏季极端天气出现，大树上枯枝极易
折断、倒伏，给过往行人和车辆造成严重安全
隐患。8月 11日，太原市道路绿化养管中心组
织力量对我市长风街南一巷存在安全隐患的
树木进行了修剪。

在修剪过程中，工作人员守护在作业区
域，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及安全保障工作，保证
了树木修剪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该处树木
高度大多在 20 米以上，绿化养护人员便结合
树体高度、树龄等多方面因素，对其进行重度
修剪，不仅降低了树木对居住环境的遮挡影
响，还降低了风折倒伏发生的隐患。

根据既定方案，现场两名工人手持高位树
枝修枝锯在作业车上登高修剪，采取自上而
下，分段清理的方法，从大树最高处往下一段
一节清理树木枯枝。另外几个园林工人则在
一旁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醒过往车辆注意
安全。清理完毕后，园林工人又将落叶和修
剪下的枯枝及时清运，保证路面整洁畅通。

雨多天热产量少 今年西瓜有点贵
昨日，在玉河街一家果蔬

摊位前，摊贩崔女士将西瓜用
刀切成四半，再用保鲜膜包裹
起来等着售卖。她告诉记者，
当下西瓜价格较高，加上个头
比较大，约莫 10公斤以上。现
在家庭人口少，顾客很少买大
瓜，一次只买半个或者四分之
一，将西瓜分隔开，更容易挑
选。与摊主聊天期间，居民王
女士过来挑西瓜，她选中其中
看起来最小的一块，一上秤 2
公斤有余，花了 9.5元。王女士
有点心疼地说：“一斤差不多得
两块钱呢！我记得往年这个时
候西瓜挺便宜，甚至不到一块
钱，今年怎么这么贵？”

这是今年夏天大多数买瓜
人的疑惑。记者走访发现，今

年上市西瓜的确明显贵了。
从最常见最普通的新疆西瓜
到比较贵的麒麟瓜，价格都有
不同程度的上涨。在桃园二
巷一家名为“鲜果缘”的水果
店，记者看到这里的新疆瓜标
价“每斤 1.98 元”，麒麟瓜“每
斤 5.8 元”。在桃园路双塔南
街“果唯伊”水果店内，新疆瓜
标价“每斤 1.68 元”，麒麟瓜价
格高达“每斤 6.5 元”。半坡东
街“果之宾鲜果坊”内除了普
通新疆瓜和麒麟瓜，还有“甜
蜜蜜”和“小凤瓜”等几个西瓜
品种，“每斤价格”分别为“1.6
元、4元、2元、4.5元”。在瓦窑
街一家美特好超市内，“甜王”
瓜、麒麟瓜“每斤 1.89 元、4.28
元”……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8月 11日
消息，省工信厅制定《山西省绿色制
造 2021年行动计划》。我省将开展绿
色工厂、绿色园区创建活动，培育绿
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构建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绿色制造体系。

绿色工厂以用地集约化、生产清
洁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为
特点，通过采用绿色建筑技术建设改
造厂房，推广绿色设计和绿色采购，
开发生产绿色产品，采用先进适用的
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末端治理
装备，建立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机制，
推动用能机构优化，实现工厂的绿
色发展。生态文明好、经济效益高
的企业引入园区，在园区规划、空间
布局、产业链设计等方面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实现具备布局集聚化、结
构绿色化、衔接生态化等特色的绿
色园区。

同时，推行产品绿色设计，实现
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
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我
省选择量大面广、与消费者紧密相
关、条件成熟的产品，采用高性能、轻

量化、绿色环保的新材料，开发具有
无害化、节能、环保等特性的绿色产
品。

对于生态环境好、经济效益高的
绿色制造示范工厂、园区、产品、供应
链，给予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等支持。

本报讯（记者 李静）8月 11日，国家统计
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7月份
山西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涨
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

其中，城市、农村分别上涨 1.2%、0.3%；食
品、非食品价格分别下降 2.6%、上涨 1.8%；消
费品、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0.9%、1%。分类看，7
月份山西居民消费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
格同比呈“四升四降”态势，交通通信、教育文
化娱乐、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的价格分别上
涨 7.4%、2.9%、0.5%、0.2%，衣着、医疗保健、食
品烟酒、其他用品及服务的价格分别下降
0.3%、0.8%、1.1%、1.9%。

本报讯（记者 孙耀星）8 月 5 日，太钢集
团与太原科技大学举行产学研合作签约仪
式。双方将围绕国家钢铁产业链相关政策，
面向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战略需求，瞄准国
际钢铁材料发展方向开展后续一系列科研活
动。

“十三五”以来，太钢与太原科技大学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校企科技合作，双方共同承担
政府纵向课题项目、校企横向合作课题，合作
建设山西省先进钢铁材料重点科技创新平台
等，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次合作，将结合
双方科技研发优势，共建全面性、长期性、稳定
性的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推进涵盖人才培
养、科技研发、平台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全
方位深度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和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8月 10日
晚间，东杰智能发布公告，公司实际
控制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向淄博
匠图恒松控股有限公司转让股份。交
易完成后，淄博恒松成为控股股东。
此次交易总额超过 14亿元。

东杰智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姚卜文，副董事长梁燕生等股东
与 淄 博 恒 松 签 订《股 份 转 让 协
议》。姚卜文向淄博恒松转让的股

份占东杰智能总股本的 19.00%。加
上其他股东转让的股份，交易完成
后，淄博恒松持有的股份，占东杰智
能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为 29.44%。
东杰智能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淄博恒
松，实际控制人则变更为淄博市财
政局。

对于股份转让的原因，东杰智能
公告显示，控股股东为实现上市公司
长远发展、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向淄博恒松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引
入国资可以发挥国有和民营融合发
展的机制优势，依托国有出资人的国
资背景，提升上市公司的资金融通能
力，同时导入智能装备业务资源，获
取更大更优质客户及订单，提升盈利
能力。

东杰智能总部位于尖草坪区，
2015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
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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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原 的 吃 瓜
群众在这个夏天
不 太 淡 定 了——
价格“亲民”的西
瓜价格今年频频
走高，过去常见的
1 元瓜难觅踪影，
就连应该最便宜
的普通新疆瓜也

在接近 2 元
1 斤 的
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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