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27《常州新周刊》
（1-12月）
28-99 《特别文摘》
(综合版)（1-12月）
27- 64《中 国 剪 报》

（1-12月）
41-116《知识博览报
*探索发现》（1-6 月）
3-15 《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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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报 刊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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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报刊
价格(元)赠送报刊名称

全年订阅价
（元）

27-67《现代快报》
（赠报任选一种）

360

100

96

90

75

96

100

96

90

75

96

27-59《扬子晚报》
(赠报任选一种）并
送 品 牌 非 转 基 因
1.8L油一桶

420

常州大酒店大堂内“龙城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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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从邮政部门了解到，随着邮政寄递事业部的成立，邮政报刊
收订与投递服务将再上新台阶。市民订阅报刊除了通过常规的窗口
订阅、上门收订两种渠道外，还增加了线上订阅渠
道，确保每个人都能方便快捷地订阅到适读的报
刊 。 咨 询 订 阅 电 话 ：11185、88151195、
88151192。线上订阅关注“中国邮政”微信公众
号，在“微商城”报刊订阅栏目里进行报刊查询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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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 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可发邮箱至rb_blzk@163.com
咨询电话：刘克林 13506146683（微信）

本报讯 10月19日24时，国内新
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目前，我
市市场最新油价为：92 号汽油 7.95
元/升，95 号汽油 8.46 元/升，98 号汽
油 9.34 元/升，0 号柴油为 7.6 元/升，
每升上涨0.14元左右。

本计价周期内，适逢国庆假期，
国内调价原油变化率测算周期相对
较长，周期初始上调预期处于高位，
原油走势在假期期间急涨急跌对变
化率影响有限。此次调价窗口开启，
也是今年的“四连涨”。据统计，今年
前 9 个月共进行了 20 次油价调整，共

上涨油价12次，下跌7次，搁浅1次。汽
柴油价格较年初分别上涨1260元/吨和
1230 元/吨。换算成升价，汽油价格上
涨了约 0.92 元/升，柴油价格上涨了约
1.021 元/升。如果以日常用车来推断，
一辆普通家庭轿车加满一箱 92 号汽油

（50L），将多花费约 46 元。而柴油的上
涨对运输业影响更大，按重载行驶百公
里油耗在 40L 左右计算，月跑 10000 公
里，要消耗 4000L 柴油，累计月成本将
超4000元。

上个月中国石化官方微博发微博
称，很多网友经常拿 2008 年和 2018 年

油价比，小石头科普下：1、2008 年，金
融危机，油价倒挂，原油价格大于成品
油 价 格 ，国 家 和 三 桶 油 补 贴 高 油 价
1652 亿元；2、2009 年实施成品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养路费等纳入汽油价格，
提高消费税；3、油品质量从国三升级到
国五、国六。

据了解，2012 年 3 月 20 日，国家发
改委宣布上调国内成品油价，当时的 93
号汽油首次“破8”,宣告了我国汽油“8元
时代”的到来。而2013年第一次油价提
高让油价又一次步入8元时代，此后，油
价至今也没再破8元。 （杨成武）

油价油价““四连涨四连涨””9292号将号将““破破 ””88

10月18日，美团小象生鲜正式在
常州三店齐开。这是集生鲜食品、餐
饮、电商和即时配送于一体的线上线
下生鲜超市业态首次登陆常州。此
前，小象已在北京、无锡开了四家门
店。

生鲜零售新业态首
次登陆常州

同时开业的三家门店由北向南分
布，分别是新北区 K12 家庭成长中心
的浩源大厦店，南大街莱蒙都会商业
街的莱蒙店，以及位于武进区湖塘镇
花园街的路劲又一城店。其中，莱蒙
店总面积超过5000平米，是小象生鲜
三城七店中经营面积最大的一家，浩
源大厦店和路劲又一城店的面积也均
超过2000平米。

对于选址常州作为小象落地全国
的第三城，且门店数量和面积都领先
于北京和无锡的原因，小象相关负责
人解释说，“以单店三公里的服务范围
来看，三家门店基本覆盖常州南北中
轴线核心商圈。

在门店购物的消费者，除了使用常
见人工收银、收银机自助结账之外，还
可以体验更多高效便捷的支付方式，例
如使用小象 APP 自助结账，扫描商品
条形码完成支付，享受边逛、边买、边吃
的创新购物体验。不久之后，智能购物
车、人脸识别支付将陆续投入使用。

依托于美
团 的 即 时 配
送、精准流量、大数
据、研发技术等能力，
市民用小象生鲜 APP 下单，就
能享受门店周边3公里，最快30分钟送达
的配送服务。

现买、现加工、现吃的
“象大厨”

记者在莱蒙店看到，在店铺陈列上，
小象生鲜与普通超市无异，水果、粮油、蔬
菜、日化、零食、酒水等品类。再往里则是
小象生鲜独特的“现捞、现做、现吃”区域，
小象生鲜设置了更多餐饮和海鲜堂食区
域，取了一个统一的品牌名“象大厨”。其
中，海鲜在小象生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门
店里侧的大半区域均为海鲜水产区。海鲜
也是小象生鲜开业期间的营销重头戏。记
者看到，波士顿龙虾、石斑鱼等海鲜的价格
都比较亲民,消费者使用网兜捞起海鲜现
场加工，根据口味不同，如香辣、蒜蓉等收
取一定的加工费，片刻过后，新鲜的海鲜
大餐就可端上桌了。

餐饮方面，类似商场美食街的档口
模式，小象生鲜设置了象大厨鲜煮、象大
厨中餐、象大厨铁板烧、象大厨日料以及
水果吧等板块，除了餐饮和海鲜，“象大
厨”品牌还包括了快手菜半成品、便当
等。所谓的快手菜指的是已配好食材、
调料，消费者在家中简单烹调即可食用

的半成品。更偏向餐饮的业态，也是小
象生鲜的主要特点。

三店同开 5000种商
品错位分布

作为常州首家线上线下一体化生鲜
零售新业态，小象生鲜的进驻丰富了消
费。上述负责人说：“消费升级的真正含
义是品质加便捷。”依托美团的小象生鲜
门店涵盖了蔬菜瓜果、海鲜水产、肉禽蛋
奶、饮料酒水、休闲零食、粮油副食、方便
速食、餐饮熟食等在内的超过5000种国
内外优质商品。从品牌上来看，小象生
鲜在选品上更倾向于国际、年轻化、电商
化品牌，尤其是在日化、零售、酒水上。

生鲜品类不仅推出了芽苗类、菌菇
类、生态菜、水培蔬菜等特色商品，并提
供包括鱼、虾、蟹、贝等在内的品种丰富
的海鲜水产，既有俄罗斯帝王蟹、澳洲龙
虾、波士顿龙虾等进口海鲜，也有大闸蟹、
斑节虾、皮皮虾等本土水产。

5000 种商品错位分布在小象的三
家门店。城北店主打儿童家庭类，因此
提供多种 IP 主题的儿童休闲零食，网
红零食小猪佩奇、汪汪队、小黄人、超级
飞侠等系列，以满足周边家庭“小顾客

“的消费需求；莱蒙店周围是
成熟的老商业中心，因此定位
也是最大最齐全的门店，商品

突出差异化，新西兰猕猴桃，泰国山竹、
榴莲，进口牛排等；针对路劲又一城周
边高档小区消费需求，门店进品商品配
比接近 6 成。

快手菜就是进一步探
索“吃得更好”

除线上订单线下配送外，小象为消
费者提供丰富的即食用餐选择更是一大
特色。店内的餐饮区从海鲜、中餐、日
料，到鲜煮、铁板烧、西式简餐不一而足，
想学做饭可以到门店美食课堂区域进行
互动型烹饪学习。

美团点评大数据显示，常州消费者
的餐饮场景多为家庭聚餐需求，常州店
针对性增加了双人餐、四人餐等适合多
人分享的菜品。同时，为满足常州消费
者对于海鲜的喜好，门店除了提供俄罗
斯帝王蟹、澳洲龙虾、大闸蟹等进口海鲜
和本土时令水产以供选购外，门店内的
餐饮档口也上线了火炙三文鱼卷寿司、
海胆馄饨等海鲜特色美食。

小象生鲜旗下自有品牌“象大厨”以
“将经典美食带回家”为主旨，设计出了
一系列冷藏、冷冻及半成品食品。笋尖
冬瓜老鸭汤、菌菇鸡汤、红烧狮子头、糖
醋带鱼等菜品，辣炒海鲜汇、水煮鱼片、
重庆辣子掌中宝等经典“快手菜”，让消
费者在家也能轻松快捷地做出餐厅级美
食产品。 盛栖 杨成武 图文报道

美团小象生鲜三店齐开

现捞、现做、现吃

零售新业态首次登陆常州零售新业态首次登陆常州

老街影展
由横山桥摄影协会承办的《横山

老街摄影季》影展反映了横山桥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发
展的变化, 记录了当地重大历史事
件,展示了改革开放40周年来的奋斗
历史。开展一个月以来，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摄影拍客前来游览欣赏。

海渊 丁婷 克林等 图文报道

曾几何时，没有手机和网络，我
们还处于看书读报的时代，那时，我
们在掀书翻报的时光里乐此不疲。
而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是手
机？是网络？夺去了我们的温馨时
光？不，都不是，是我们忘了阅读，忘
记 了 纸 质 阅 读 的 美 好 。 一 转 眼 ，
2019 年度邮政报刊订阅又开始啦，
让我们订一份明年的报纸和杂志，给
父母一份陪伴，给孩子一份未来，给
自己一份充实。常州邮政万种报刊
读物，轻松订阅到家。读报阅刊，涨
知识，伴成长，喜见闻，享快乐！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老人的健
康和孩子的学业成为家庭关注的重
点，俗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如

何陪伴父母安度晚年生活，给他们的
生活增添乐趣；如何陪伴孩子欢度学
习时光，给他们的学习增加动力，为人
子女、为人父母的我们可以给他们订
一份报刊，让每天的阅读时光里都有
你的关爱。据了解，常州邮政为读者
准备了一些订阅礼品，例如订阅《家庭
医生》即送抱枕被，想象一下，一刊在
手，怀抱宝宝绒质感的抱枕被，尽享冬
日暖阳的温暖；例如订阅《幼儿画报》

《婴儿画报》即送点读笔，划过纸面听
故事，让宝宝的阅读有声有色。

在这里，小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
好消息，常州邮政为了回馈广大读
者，现实行《扬子晚报》《现代快报》订
阅优惠政策，订一赠一，具体如下：

2019年度邮政报刊订阅启动

新疆和田籽玉不仅是老祖宗追
崇了几千年的国玉，作为资源枯竭的
和田玉，其可持续性也为大众关注。
如今社会热资趋向稀缺领域，新疆和
田籽玉更是价格持续走高。这一点，
我市“龙城美玉”老顾客都深有体会：
以前买的籽玉，如今早已不是当年那
个价能买到。

据“龙城美玉”连续十几年深入
和田挖玉现场跟踪考察，今年玉龙喀
什河不仅出产籽玉的下游静悄悄，连
上游都没人挖玉了，新疆和田籽玉正
进入零产能时代，这无疑将进一步激
发投资收藏者加紧赶上末班车。

新疆和田籽玉热了，各种做假也
多了。玉河下游已整平造田的河床
拉起铁丝围栏被误读为“禁采”、砂石
料机械直接在玉河里采石作业被说
成是“挖玉”、扛把铁镐到玉河挖个小
坑就说口袋里的玉石是“新料”、拿块

玉 石 放 在 玉 河 里 摆 拍 就 说 是“ 现
挖”。玉石市场上更是遍地“籽料”，
滚磨染色五花八门。试想，如果到玉
河里随便刨几下就能挖到籽玉，玉河
会如此清净？如果市场上真有这么
多籽玉，那籽玉哪里还会如此得宠？

投资收藏新疆和田籽玉，首要关
键就是正宗。以前挖出的籽玉还在，
只是要有眼力去辨真假、有心态为自
己的迟到埋单，否则就很难买到正
宗。俗话说眼高手高，想要练就眼力
不妨去“龙城美玉”看看，那里专营新
疆和田籽玉已有十几年好口碑，陈列
橱窗里展示的都是市场上现在难得
见到的和田籽玉标本。龙城闲人

和田籽玉零产，
现在还能买到正宗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