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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跑市场
单位：元/斤

崤山路农贸市场

千禧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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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过天晴 菜价陆续复位
雪过天晴，冻高的菜价陆续“解冻”复位，三门峡市
区大大小小的菜市场也一下子恢复了往常的热闹景
象。昨日上午，记者在崤山路农贸市场看到，受到之前
降雪影响关门歇业的商贩都已经恢复了正常营业。
“下
雪那几天菜真是不好买，菜品少不说，而且还贵得离
谱。这两天情况好多了，菜多有得选，价格也在回落。”
正在买菜的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有些菜目前价格还不
低，但是比下雪那几天已经降了不少，
“ 下雪那几天，青
椒都卖到了每斤 6 块钱，今天是 3 块 5，好一点的 4 块。等
几天价格恢复正常了再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萝卜、白菜等家常菜的价格
已经回落到了每斤 1 元以下，和降雪前水平趋于一致。
而像生菜、菠菜、青菜等叶类菜的价格尽管有所回落，但
仍旧处于高价位。
“ 受生产、储存等成本因素影响，冬季
叶类菜价格本身就高。”常年经营蔬菜的贠师傅称，目前
市场叶类菜的价格普遍都在每斤 3 元左右，即便天气持
续晴好，价格也不会出现大幅下降。
（张朝峰）

一 周 天 气

严寒持续 注意保暖
本报记者 刘晨宁
上周两场大雪过后，我市天气逐渐转晴，但温度极低，日均
最高温度也维持在冰点以下。酷寒天气里，人们更加哆哆嗦嗦
不愿出门，只想抱着暖气和空调直到天荒地老，不知下周气温能
否有所回升？快一起来看看吧！
1 月 11 日，记者从三门峡市气象台获悉，未来七天我市以晴
天和多云天气为主，间或有小雪。最高气温 0℃～5℃，最低气
温-7℃～-2℃。1 月 12 日（周五）晴间多云，偏西风 2 级～3 级，
气温-4℃～4℃；1 月 13 日（周六）多云，偏东风 2 级～3 级，气
温-3℃～4℃；1 月 14 日（周日）阴天间多云，偏西风 2 级～3 级，
气温-3℃～5℃；1 月 15 日（周一）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雨
夹雪或小雪，偏东风 2 级～3 级，气温-2℃～2℃；1 月 16 日（周
二）小雨雪转阴天，偏西风 2 级，气温-5℃～2℃；1 月 17 日（周三）
阴天间多云，偏西风 2 级～3 级，气温-7℃～0℃；1 月 18 日（周
四）多云，
偏东风 2 级～3 级，气温-4℃～2℃。
从预报情况看，比起上周的极端气温天气，未来几天我市气
温略有回升，但气象部门表示，晴天和多云天气的云层薄，大气
保温效应差，因此即使白天阳光灿烂，但夜晚热量散失很快，会
比降雪天体感更冷，这是典型的冬季晴冷的气候特点。而中医
认为寒冷属于阴邪，在最寒冷的时节，阴邪极易入侵人体，形成
病痛，大家外出时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避免身体受寒。身体素
质不错的人可在白天气温较高的时候适当进行户外锻炼，以此
提高身体耐寒能力。

彩 市 彩 民

电话：
（0398）2981037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E-mail:lixiu82@163.com

体彩排列三、五近期预测
未 来 三 四 期 ，排 列 三 大 范 围 选 号 七 码 试 荐 ：0134689 或
1245678（不建议直接全包购买）。
排列五比较看好 3、6、2，
十位或千位及万位重点参考。

体彩大乐透近期预测
前区大范围选号试荐：05、06、11、12、14、15、19、20、23、24、26、
28、29、31。
后区两码：后区第一个号重点参考 02、03、04、05，后区第二个
号重点参考 09、10、12。
（格格）

本版资讯仅供参考

B3

无人零售热潮涌向何方
2017 年，多家企业开发的无人便利
店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亮相，无人零
售大有成为新零售“风口”之势。日本
媒体近日报道说，中国零售店迎来无人
化大潮。
业内专家认为，作为一种新生事
物，无人零售目前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
段，中国在实用化方面领先世界，未来
无人零售要在全球实现大规模商用仍
面临诸多挑战。
欧美日无人零售
“看上去很美”
无人零售店起源于美国亚马逊公
司 2016 年底推出的名为 Amazon Go 的
实体无人便利超市，一经推出便广受关
注 ，并 引 发 了 2017 年 无 人 零 售 热 潮 。
它采用机器视觉识别、深度学习算法和
传感器融合等技术，可自动探测到顾客
从货架上拿起商品或把商品放回货架，
在顾客带着商品离开商店后，亚马逊从
顾客的亚马逊账户里收取货款，并向顾
客发送收据。
业内人士表示，Amazon Go 超市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消费者购物体验
的重塑，颇具颠覆性。尽管前景美好，
但其商业化进程没有那么快，未来也需
要试错的过程。
在美国，无人零售业可以说“一切

还只是宣传”。Amazon Go 超市因技
术问题最终未能如期对公众开放。有
专家表示，亚马逊无人零售技术仍有瓶
颈，只能在小型超市采用，尚无法应对
大型超市的复杂购物环境。
在消费习惯更为传统的德国，人们
最钟爱的付款方式依然是现金，因为他
们担忧刷卡机技术故障、移动支付无法
保护个人信息。考虑到多数德国人对
自助结账台、移动支付等新趋势存疑，
专家认为，无人零售在德国这样的传统
国度推广并不是一件容易和快速的事
情。
在日本，无人零售也尚未进入实用
阶段。日本法政大学经营系教授李瑞
雪认为，在日本推广无人便利店有两个
问题：一是无人便利店缺少日本实体店
一直崇尚的周到服务；二是手机支付手
段在日本尚未普及，很多日本人还执着
于现金，这是在日本推广无人零售最大
的制约。
移动支付普及引领中国无人零售

的无人零售热潮。
谈及无人零售为何能在中国率先
火起来，海外专家认为移动支付在中国
的快速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瑞雪认为，当一个系统非常成熟
之后，使用者会产生依赖，从而很难接
受一个全新的系统。日本移动支付没
有普及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使用现金非
常方便，ATM 机遍布，取现非常方便，
民众已经习惯现有支付方式。而在中
国还存在很多提取现金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有不用现金的一种新型支付手段，
大家接受起来的心理空间就会大一些。
此外，中国无人零售兴起与中国企
业极具创新精神有关。专家认为，支付
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很普及，和两家企
业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有很大关系。
如果没有这两家公司积极采取各种方
式进行推广普及，中国现在手机支付普
及程度也不会如此之高。
李瑞雪认为，创新就是要突破原来
的框框，中国社会对勇于试错的行为相
对宽容。

热潮

去年 11 月，法国大型零售企业欧
尚公司宣布，计划在中国开设数百家 24
小时无人便利店，推广无人零售。欧尚
的这一举措正是为了顺应在中国刮起

无人零售大规模商用仍需时日
业内专家分析，像 Amazon Go 这
样零售新业态的推出不是偶然的，说明
其背后的支撑技术已达到实用阶段。

德国趋势研究机构“趋势办公室”
创始人彼得·维佩曼认为，无人商店是
对现有生活用品超市一种更合理化的
补充，提供了额外的服务，可以为消费
者节约大量时间成本。
长期研究零售业的文化人类学专
家雅尼纳·塞茨认为，无人零售店从本
质上说更像是一种小卖铺和自动贩卖
机的混合体，它可以提供 24 小时服务。
不过，上述两位专家均认为，无人
零售店的目标群体依然是生活在大城
市的年轻人，他们时刻都在使用手机。
在农村地区推广还存在困难，那里生活
着很多老年人，新技术的使用对他们来
说是一个难题。
专家认为，实体店和网购融合这条
路应是未来零售业大方向，但无人零售
店成为主流零售业态还很困难。李瑞
雪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复杂的，
不是完全靠技术解决得了的。
“对商业而言，从来就不仅仅是买
东西。”李瑞雪说，
“ 商业是一种文化。
一个城市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
业繁荣，即便不买东西，走在一个非常
繁荣的市面上，人会有一种幸福感和一
种充实感，这才是商业的一个很大的功
能。”
（据新华社）

保监会推保单贴现试点：

不愿继续持有保单可转让

数九寒天
换个形式吃水果
数九寒天，既要注意驱寒润燥，也要及时补充
水分、维生素及膳食纤维，新鲜水果无疑是最佳选
择。鲜吃、水煮、榨汁等，在寒冷的冬日，究竟哪种
方式才是既健康又好吃的呢？
除了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含量丰富的水果，
其他的水果用于熟吃对营养摄入和健康并无损
害。因此，橘子、西瓜、草莓、葡萄一类水果生吃较
好，但像苹果、梨、香蕉、菠萝等一类维生素 C 和维
生素 B 族含量都较低的水果，其含有的果胶、膳食纤
维、多酚等营养素并不会在加热的过程中损失，因
此在寒冷的冬季选择熟吃也是摄入水果的好方法
之一。
蒸煮水果 如用冰糖蒸雪梨以润肺，用苹果加

醪糟炖甜汤，用樱桃、枸杞来熬粥等。无论是用冰
糖蒸梨，还是用樱桃、苹果煮甜汤，都不可加入过多
的糖，糖尿病患者也不可放开吃。
软炸水果 名菜“拔丝香蕉”香甜可口，受到不
少人的追捧，相比用水果炖煮蒸熟的做法，将水果
用于煎炸，健康属性就会略差一些。偶尔吃吃煎炸
的水果并非不可，但如果长期大量地吃，其健康属
性就会大打折扣。
（张思诚）

鲜橘皮一物多用

冬天防“被电”
为什么冬天会“被电”？什么
样的人最容易被电到？
皮肤干燥的人
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静
电，这是因为干燥的环境更容易
积累电荷，从而产生静电。
身体缺氧的人
太过劳累时体内会缺氧，令
身体产生很多正电荷，不容易散
发，就会慢慢积累形成电压。
如何防“被电”
经常洗手：身体干燥容易被
电到，所以经常洗手，保持皮肤水
分十分有效。
穿纯棉衣服：冬季尽量不穿
化纤类衣物，应选择柔软、光滑的

棉或丝织内衣裤。
养成防静电的习惯：对容易
带电的物品，接触前可用微湿抹
布 擦 拭 一 下 ，将 表 面 静 电 消 除 。
关上电视、离开电脑后，应马上洗
手洗脸。平时随身带一个硬币或
金属钥匙。使用电脑前，手拿硬
币或钥匙与水管或暖气片接触一
下，可将身上静电放掉。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多吃
蔬菜、水果、酸奶等酸性食品，多
饮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
以减轻静电影响。带鱼、甲鱼可
增加皮肤弹性和保湿性，具有除
静电功能。
（李文怡）

许多人吃橘子，喜欢将橘子皮留
下来泡水喝，事实上，橘子皮变身陈
皮，必须经过 2 至 3 年的晾晒、阴干。
不过，鲜橘子皮也不是一无是处。
去食物腥味 虽然新鲜橘子皮不
适合泡水，但可以洗净之后用于煮肉、
煲汤，少量使用，
去腥增香。
去衣柜异味 晒干的橘子皮放在
衣柜内可以起到清新剂、干燥剂的作
用。
去冰箱异味 只要将新鲜橘子皮
放在冰箱即可，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换，
还可以放在微波炉内加热，去微波炉
异味。
去污 用新鲜橘子皮蘸食用盐或
小苏打，可以去除陶器、瓷器和玻璃表
面的污渍。
（胡春光）

福彩 3D 近期预测
参考最近的十来期，质数比较强势，未来四五期可能仍然走
强，像 13、17、23、27、35、37 之两码组合适当关注。合数两码组合
可关注 06、08、68、69、89。
四六分解式：2369—014578，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开奖号的概
率较低；五五分解式：23689—01457，前五码是重点，后五码是“配
角”
。
跨度可参考 2、3、4、5、6、7、8，和值可参考 6、7、8、9、10、11、12、
13、14、15、16。
不定位组选试荐：056、067、126、128、136、138、146、156、167、
168、234、238、245、247、249、256、258、259、267、336、345、346、347、
348、349、356、358、366。

实 用

如何缓解暖气病
冬季北方地区供暖开始后，许多人都不愿意出
门，喜欢“猫”在暖和的家里。室内由于空气流通不
畅、干燥，会损伤人体津液，而肺居上焦，为华盖之脏，
更易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多种干燥不适，严重者则会
诱发肺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预防暖气病，
首先要做到多通风，
其次可以在家中
养一些能增加湿度、
净化室内空气的绿色植物，
如仙人
掌、
吊兰、
富贵竹等，
同时还需要常喝水，
多吃山楂、
梨、
白萝卜、百合等生津的食物。对于已经被暖气“烘”病
的患者，则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症状，对症治疗。
半夜口渴
半夜口渴是暖气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可以喝乌
梅麦冬茶来治疗。乌梅 3 枚，麦冬 3 克，加开水冲泡后
饮用。
鼻干出血
暖气引起的鼻干以早晨睡醒后最为严重，有的鼻
腔可有少许血丝，严重者则会鼻出血。可以用金银
花、罗汉果泡水饮用，也可饮用藕节汤。
咽喉肿痛
金银花、生甘草、胖大海沸水冲泡，代茶频饮，对
暖气烘烤引起的咽喉红肿、疼痛有很好的疗效。

咳嗽
暖气病引起的咳嗽一般为干咳，痰少或者没痰，
可以取梨榨取汁液后，
略加凉开水饮用。
便秘
因暖气病出现的便秘，宜“润”不宜“泻”，可用芝
麻核桃饮。黑芝麻、核桃仁各 30 克，炒熟研碎每次取
10 克，
加蜂蜜 10 毫升，
温开水冲服，每日 1 次。
（王茹）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保监会近日发布《人身险保
单贴现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保单持有
人可将人身险保单以折价的方式，通过保单贴现机构将保
单受益权转让给保单投资人从而获得贴现资金。
目前我国尚无成型的保单贴现业务，保单持有人将保
单“变现”主要有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方式，其中退保将
会导致投保人承受较大损失。
征求意见稿明确，保单贴现分为普通贴现和重疾贴
现。普通贴现是指保单持有人无力续费或不愿意继续持
有保单时，将其保单通过保单贴现机构转让给保单投资人
从而获得贴现资金，保单投资人成为保单新的投保人和受
益人，并承担保单到期前缴费义务的交易行为。
重疾贴现是指重大疾病患者将其持有的保单通过保
单贴现机构转让给保单投资人从而获得贴现资金，用于解
决医疗救治的财务需求。
征求意见稿要求，保单贴现业务试点期间，保单投资
人仅限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业务，其中机构投资人自有资
金以净资产为限，已经贴现的保单不可办理转贴现或再贴
现；开展保单贴现的保单贴现机构，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
于人民币５亿元。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保单贴现机构、保单
投资人、保险公司开展保单贴现业务，不得进行不实陈
述、片面或夸大宣传，不得虚构或隐瞒保单贴现交易相
关事实，不得以保单贴现为噱头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
产品，不得误导保单持有人开展贴现交易，影响其保险
保障权益。

股市股民

2017 年：

深交所处分上市公司
47 家次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2017 年深交
所处分上市公司 47 家次、责任人员 439 人次。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 年深交所共作出纪律
处分决定书 103 份，处分上市公司 47 家次；处分债券发行
人 7 家次，责任人员 17 人次。处分违规行为覆盖信息披
露、规范运作、证券交易等各类型，其中信息披露违规最
为突出，占比超过四成。处分对象范围拓宽，既包括上市
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又包括重组交
易对手方、债券发行人，还涉及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等。
重拳打击严重违规行为。公开谴责上市公司 20 家
次，同比增长逾五成。对未按期披露财务会计报告、业绩
预告大变脸、资金占用等一批市场影响恶劣的违规案件，
予以严肃追责。
紧盯严管资本运作乱象，净化市场环境。持续加大
对“忽悠式”重组、背信失诺行为的监管力度，对重组标的
公司财务报告不实等 7 起重组相关违规案件予以处分。
从严惩处违规买卖股票行为，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对 26 起违规证券交易的责任人员予以处分，规范上市公
司有关股东以及董监高的股票交易行为。
运用惩戒手段，防范化解债市风险隐患。严肃处理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以及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等行为，维
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强化中介机构勤勉履职约束，增强其归位尽责意
识。公开谴责 1 家会计师事务所，处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
28 人次，处分人数是过去 3 年之和。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深交所将以推进新
修订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落地为契机，丰富完善纪律处
分种类，优化纪律处分工作程序，提升违规处分的针对
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清
朗有序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环境。
（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