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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芳）

近期，广

州街头很多水果店都在促销车厘子。 在

网上，有关车厘子降价的话题也备受关

注。 日前记者走访市场时了解到，相较

于往年，“水果贵族”车厘子的价格确实

比往年降低了不少。 大家期盼了多年的

“车厘子自由”，真的要实现了吗？

J级车厘子最平28.9元/斤

转眼又到了车厘子丰收季。去年 12

月中旬起，智利的车厘子陆续到港。 谁

能想到，5 天登上 4 次热搜的车厘子，掀

起了春节前的第一波消费热潮，原因竟

然是价格“腰斩”。 网友纷纷表示，这波

“自由”来的太突然。

2020 年 12 月 18 日，在广州江南水

果市场交易区的“2020 天猫智利车厘子

首船开柜仪式”上，品牌方公布数据称，

368 吨 2020 年供应天猫平台的首船智

利车厘子开柜， 含平台补贴的预售价，J

级车厘子最低 28.9 元/斤、3J 级不到 40

元/斤，比去年同期便宜一半以上，是 7

年来历史最低价。

家乐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车厘

子相对以往价格降了约 20%；京东生鲜

相关负责人则介绍，1 月 15 日平台车厘

子大促， 单 J 的价格已经到了 24.9 元/

斤的历史最低价；在盒马鲜生，目前两

磅（904g）装 JJ 级和 J 级售价分别为 99

元和 89 元/箱， 平台显示此为特价商

品，原价为 199 元和 189 元；每日优鲜

平台，智利 JJJ 级和 JJ 级车厘子 2.5kg 装

售价分别为 269 元/箱和 198 元/箱。

记者了解到，供给的富足是今年车

厘子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 智利驻华大

使馆商务参赞娜塔日前向媒体介绍，中

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智利车厘子进

口国，预计今年的智利车厘子出口量将

增加 30%， 将有 50 万吨左右车厘子进

入中国市场。

线上购买比超商更便宜

车厘子降价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不少消费者表示今年车厘子的价格降

到了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念叨了好

几年的‘车厘子自由’终于在今年实现

了，以前的价格真的就只舍得买一两斤

解解馋。 ”消费者李小姐说。

但也有消费者反映， 不同地方、不

同平台所售的车厘子价格差别很大，并

没有感觉到价格的“腰斩”；微博上也有

不少网友表示，目前市面上车厘子价格

还没到实现“车厘子自由”的地步。

记者调查时发现，目前大部分消费

者都倾向于在线上购买车厘子，原因是

线上购买不仅方便快捷，而且价格较线

下商超更便宜。 据了解，高度依赖于进

口的车厘子，近年来在国内形成了复杂

多样的流通渠道。 而今年，天猫组织了

三大水果进口商联合从原产地直接采

购，包船直达中国；京东也加大发力智

利海外直采，与智利大的车厘子农场直

接合作，通过海外基地直采模式，减少

中间环节，降低成本。

品种与级别不同，价格有较大差异

车厘子价格不仅受供应量等因素

影响，其品种与品质，才是决定市场价

格的重要因素。 专业人士介绍，目前进

入中国的智利车厘子包括 Santina、

Bing、Kordia 等近 10 个品种， 各个品种

甜度、硬度、色泽和含水量方面各不相

同，价格在 200 元左右的车厘子往往是

Santina 和 Bing， 而被视为最高级别的

Kordia 甚至可以卖到 400 元/箱以上。

另一个定价指标在于 J 级的划分，

“J”（26~28mm）是一种大小单位，从 1J

到 4J， 数字越大代表车厘子品质越高，

比如 4J 的车厘子更甜，成色更好，口感

扎实。 有水果批发商告诉记者，车厘子

产量多集中在 J 和 JJ 级别，3J 以上的车

厘子价格并没有很大下降。“今年的确

是丰收年， 但量多的是 J 和 JJ 级车厘

子，3J 以上的货品依然很少， 甚至有小

幅涨价。 ”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车厘

子时，要对比其品种与级别，才能知道

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是否真的价格实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余红玲 ）

刷毛绒公仔就能在广州等

300 多个城市坐公交地铁啦！ 记者从

羊城通公司获悉，全国首创的毛绒挂

饰交通卡

（全国交通一卡通标准）

正

式开始预售，预售时间为 1 月 14 日~

21 日，22 日起陆续发货， 市民游客可

通过羊城通京东旗舰店和羊城通 App

商城预购。

据悉，这款毛绒挂饰交通卡

（全

国交通一卡通标准）

由羊城通与长隆

集团联合开发， 此联名款交通卡有

“毛绒材质”和“迷你卡”两种，以长隆

明星动物为“主角”设计了萌趣可爱

的 IP 形象，包括烈焰火鸟、考拉淘淘、

熊猫三宝、可爱亚洲象、神奇六毛等

10 个款式，公仔内植入羊城通模块芯

片。 本次预售限量 200 个/款，预售结

束后， 羊城通 X 长隆联名挂饰 MINI

全国一卡通和更多毛绒全国一卡通，

将于 1 月 28 日在羊城通线上商城、12

个羊城通客服中心、长隆野生动物世

界、长隆欢乐

世界、 长隆

酒 店 、 熊

猫酒店等

渠道正式

发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城区

也有霜冻？就在海珠湖！ 11 日凌晨，一

轮三股冷空气中的第三股抵达广州。

受其影响，广州气象持续走低。记者获

悉，13 日， 海珠湖北广场一带发现霜

冻。

5 日~11 日，先后有三股冷空气袭

击广州。 其中，第三股也就是 11 日凌

晨开始自北向南影响广州的那股冷空

气，带来的影响最大。 13 日，五山站的

最低气温有所上升， 但仍只有 3.2℃，

当日早晨有市民在海珠湖北广场一带

先后发现霜冻。

海珠湿地摄影专员谢惠强告诉记

者，最先发现霜冻的是他们的保安。据

介绍， 保安发现北广场花坛的一块草

坪一片白，走进一看发现原来是霜冻。

作为摄影专员， 谢惠强自然不会错过

这难得机会。 记者从其拍的照片中看

到，无论是树叶还是草地，霜冻的棱角

带有霜花，看上去非常美丽。谢惠强表

示， 元旦他在海珠湿地的农耕教育基

地也拍到了霜冻。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15 日以晴到

多云为主，早晨最低气温较 14 日将回

升 1~2℃；16 日夜间到 18 日新一股中

等偏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广州，

日平均气温将下降 5~7℃，16 日夜间

起陆地和港口阵风将加大至 6~8 级，

17 日白天气温下降明显。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刘安琪

记者 成小珍）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厅获

悉，1 月 14 日，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

加强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

和规范治理工作的通知》

（下简称 《通

知》）

。《通知》强调，寒假期间严禁通过

考试或者变相考试

（包括寒假研学、冬

令营等各种方式）

择优选拔新生，尤其

要严厉打击校外培训机构与民办学校

举办“密考”的行为。

《通知》提到，各市县教育行政部

门要从严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落实校门

封闭式管理， 除本机构员工和培训学

员外， 其他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

外培训机构， 对进入机构的教职员工

和学员要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登记。

《通知》要求，各地应按照广东省

教育厅印发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

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实施方案》，严

禁中小学校组织、 要求学生参加有偿

补课、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

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 家长等组织

的有偿补课、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

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等行

为。 尤其要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

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等行为，

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另外，《通知》 还特别强调义务教

育阶段坚持免试入学原则， 各地要严

格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等文件要求，严禁通过考试或者

变相考试

（包括寒假研学、冬令营等各

种方式）

择优选拔新生，尤其要严厉打

击校外培训机构与民办学校举办“密

考”的行为。 加大对违规补课的预判和

治理力度， 中小学不得与校外机构联

合举办

（含租借场地）

面向中小学生的

各种辅导班。

7年来最低价！ 车厘子自由来了？

专家提醒：认清品种和品质才能真正享受实惠

●

看表皮：

表皮

光滑程度和杆子的

新鲜程度都是第一

观察对象；

●

捏硬度：

用指

腹轻轻查看车厘子

的硬度， 硬度越高，

新鲜度越好。

●

看 级 别 ：

1J~4J， 数字越大代

表车厘子品质越高。

手把手教你

挑选车厘子

城区也有霜冻？ 就在海珠湖！

省教育厅发布寒假校外培训机构管理规范：

严厉打击培训机构与民校办“密考”

羊城通毛公仔开售

线上线下都可购买

车厘子的价格比往年下降不少。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摄

毛 绒

挂饰交通卡

预售时间为

1

月

14

日

~21

日。通讯员供图

具体预报：

今日：晴到多云，7~23℃；

明日：多云间晴，10~23℃；

17 日： 阴天转多云，16~8℃

（白天最高气温

14℃

）

。

市民在海珠湖北广场一带发现霜

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