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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澄湖蟹券提前一个月开卖
最低不到3折每只仅2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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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六月未过，“ 六月黄”还
在市场上唱着主角，阳澄湖大闸
蟹尚有一个多月才开捕，但不少
零售商已经开始卖起将在中秋国
庆期间上市的大闸蟹提货券了。
记者调查发现，以单个螃蟹计算，
目前预售蟹券的最低价与去年基
本持平，蟹券实际销售的价格最
少仅为面值的3折。此外，随着中
秋节的临近，各品牌月饼的兑换
券折扣幅度也越来越大。

9月下旬才开捕
买蟹券也能兑“ 六月黄”

记者昨日在淘宝网搜索“ 蟹
券”，得到了6000多条结果，其中
不少商品的描述中都强调自己
为2012年新上市的蟹券，销量较
好 的 几 款 近 日 已 卖 出 了 100 多
份。不过记者从一大闸蟹专营店
的店主刘先生处了解到，即使收

到了这些蟹券，也很难在第一时
间换到实物。“ 据我得到的消息，
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会在9月22日
开捕，也有可能提前到20日。你
买回家的蟹券都写着是阳澄湖
出产的，自然要等到开捕之后才
会发货。”

在其他的网店内，记者也找
到了购买后可以“ 当日发货”的
蟹券，产地同样为阳澄湖，对于记
者有关开捕日期的疑问，卖家黄
先生称，现在发的是“ 六月黄”，

“ 蟹壳比较软，蟹黄偏流质，和9月
份的是不同品种。” 黄先生称，可
以使用蟹券立即兑换，也可以等
上一个多月，待最正宗的大闸蟹
上市后再尝鲜。

最低3折销售
2.5两雌蟹卖20多元

今年一张蟹券可兑换的商

品仍以4到5对大闸蟹为主，但不
同蟹券的价格却能相差数倍。以
雄蟹3.2-3.5两、雌蟹2.2-2.5两各
4只的蟹券为例，最贵的一张售
价460元，最便宜的一款仅为146
元。记者注意到，售价146元的蟹
券原价高达498元，折扣约为面
值3折。

在一单团购中记者则看到，
一款包含3.5-3.9两雄蟹和2.5-2.8
两雌蟹各5只蟹券的团购价为273
元，如果到手的螃蟹大小都能达
标，一只最小也有2.5两的雌蟹的
价格只有20多元。

记者从多位卖家处了解到，
今 年 阳 澄 湖 大 闸 蟹 的 产 量 充
足，无论是蟹券还是现货，预计
价 格 都 会 和 去 年 基 本 持 平 。销
售高峰则会在中秋假期前一周
到来。

记者 陈臻

三伏天过去了
高温仍可能来

昨天一过，意味着本市已经迈过
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但从往年经
验来看，八月下旬至9月上旬出现高温
日的概率较高，因此市民不必太过乐
观，当然有利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即
便有高温持续时间也不会长，更不要
说极端酷暑日。

昨天申城暂别讨人厌的“ 午后局
部雷阵雨”，而今起3天本市依旧维系
晴好天，温度也不算太高，出行较适
宜。

今年伏天期有10个高温日
昨天温度仍保持高温模式，由于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控制，本
市再次触碰高温线，市区徐家汇最高
温为35.4!，迎来今年第20个高温日。
和去年相比，今年第20个高温日迟来
了5天。

和去年清凉中送伏天有所不同，
昨天的高温乃是伏天的最后一“ 呼”。
从7月18日上海入伏至8月16日出伏，
今年30天的三伏天出现了10天高温，
高温日占了伏天数的三分之一，而极
端最高是36.4!。

虽然伏天期内高温日数达到今年
总高温日数的一半，不过和市民脑海
中“ 伏天最热”的既定判断不同，今年
到目前为止的极端最高温出现在7月6
日的38!。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满莉
萍表示，本市出梅前后这波高温比伏
天期内厉害，“ 有4个酷暑日，其中3个
是连续性的”。

接下来仍可能遭遇高温
有人问，是不是伏天期少就不算

太炎热？气象部门表示，伏天长短和该
年的炎热程度和高温多寡没有必然联
系。有资料显示，2009年伏天达40天，
但中伏和末伏没有出现35!以上的高
温，特别是1999年同样是40天的伏天，
期间甚至没有出现过高温。

不过出伏也不意味着脱离“ 苦
海”，因为不少年份的8月下旬到9月
上旬，上海都出现过35!以上的高温。
从2000年至2011年，只有3个年份在此
期间未出现高温，“ 近5年8月中、下旬
高温出现的天数都在4天以上，其中
2010年达13天”。不过这种高温一般
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也很少出现极端
酷热天气。

周末没有雨水打扰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申城继续阳光

灿烂的日子，蓝天、白云和阳光三个好
兄弟与大家相伴。不过今天气温依旧
不太低，最高温可达34-35!。

满莉萍表示，今起至本周日上海
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以
多云或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双休日
最高温在35!左右。不过气象部门预
计下周一副热带高压将减弱，本市受
高空槽影响，预计多局部阵雨或雷雨
天气，气温会逐渐回落。

记者 俞韡岭

》一周资讯

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券开始出售。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你可能感兴趣的

作为中秋国庆期间另一消费
热点，月饼已经于八月初登陆上海
市场，记者发现，比起半个月前，各
品牌月饼券的折扣幅度均有增加。

记者在从月饼券团购网站了

解到，半个月前不打折的杏花楼
月饼券价格已经开始松动，目前
按售价的8折出售，而一度以7折
出售的哈根达斯等洋品牌的月饼
兑换券现在已经跌到了6折。

工作人员表示，随着节日临
近，除了一些老字号和洋品牌外，
社会饭店和星级酒店也陆续开始
卖月饼，受此影响，品牌月饼券的
价格仍有小幅度的下滑空间。

各品牌月饼券折扣增大

本月的私车额度投标拍卖将
于周六举行，投放额度与6月、7月
的投放量保持一致仍为9500个，
连续三个月保持年内最高。记者
昨日在国拍行采访获悉，大部分
人认为，本月车牌价格还要上涨。

二手车牌价格升至6.4万元
此前，5月上海私车额度最低

成交价冲至6.4万元，创出历史新
高。6月上海方面宣布出台“ 沪牌
四条”后，车牌最低成交价猛跌至
5.58万元。然而在短暂下跌后，
2012年7月上海私车额度最低成
交价57700元，平均成交价58271
元，环比分别上涨1900元与44元。

记者昨日从二手车市场了解
到，目前上海二手车牌的报价基
本在6.4万元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新规实施后，

市场上二手车牌的数量逐渐减
少，因此价格短期内还比较坚挺。
黄牛告诉记者，这个月很多人原
来预测车牌价格会继续下跌，所
以纷纷加入拍牌，不承想最后结
果不跌反涨，一部分人不得不进
入二手市场购牌，造成了最近二
手车牌紧俏的情况。

大部分人预计中标价会稍涨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七、八月

份是传统的汽车销售淡季，而本
市有关部门本月继续投放9500辆
的高额度，可见抑制沪牌价格的
坚决。但对本月沪牌价格大部分
人还是看涨。

“ 肯定涨的呀，上个月不是已
经反弹了嘛，再等下去价格肯定
还要高。”记者在国拍行门口遇见
的顾先生表示，“ 上海牌照总体趋

势肯定是涨的，我准备这个月还
是赶快拍掉吧。”一些市民购入的
车价不贵，但也咬牙上沪牌。“ 我
买了辆比亚迪轿车，本来想上个
外牌算了，但是看看上海牌照涨
势这么厉害，这一块牌照非但保
值，还能增值！就当是投资吧。”

国拍行门口总是簇拥着许多
的代拍黄牛。在他们看来，本月涨
的可能性仍旧较大。“ 还是会涨，
大概涨两到三千吧，但应该不会超
过6万块。小幅度的涨。”

而另一方面，据估计本月的
竞拍人数会比上月减少。“ 我们这
边要求代拍的人数要比上个月
少。”代拍黄牛介绍道，“ 但上个月
的竞拍人数创新高，有26000人，
没拍到的人这个月可能还会再
拍，所以也很难说。这个月人数估
计在24000-25000吧。”记者 马鈜

私车额度本周六开拍 多数人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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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芭蕾舞剧《 天鹅湖》上海演出
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带来的最

高规格、堪称世界上最美的《 天鹅
湖》 将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虽然全球每年都
有数百个芭蕾舞团同时在上演《 天
鹅湖》，但作为该剧的鼻祖———俄罗
斯国家芭蕾舞团演技卓越，充满强度
和张力，富有激情且服饰华美，并保
留了芭蕾舞历史的重要传统。订票电
话：021-51085050

舞剧《 卡门》金秋上演
西班牙穆尔西亚国立舞蹈团的

经典弗拉门戈舞剧《 卡门》将于10月
2至4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该
舞团创立于1985年，堪称西班牙弗拉
门戈舞的“ 梦之队”。此次即将来华
的《 卡门》是由西班牙最受欢迎的舞
蹈家卡门和马蒂勒姐妹依据比才的
音乐精心创编的弗拉门戈舞剧，是
2012 年 最 新 版 本 。 订 票 电 话 ：
021-51085050

刘索拉做客《 星光耀东方》
本周六下午17时，东方卫视大型

精英人物专题节目《 星光耀东方》邀
请到了著名跨界艺术家刘索拉，作为

“ 东方与西方” 系列专题的开篇，这
位颇具话题与争议的艺术家坦诚而
快乐的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和成长经
历。面对自己的音乐“ 天籁”与“ 噪
音”的不同解读，刘索拉坦言自己是
活在瞬间里头。

故事广播“ 直击”书展
以“ 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为主

题的2012年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
上海周于8月15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拉
开帷幕。FM107.2上海故事广播直击
书展，用电波带听众畅游书海。上海
故事广播首次在上海书展现场推出
透明直播室，请国内外文坛名流、各
界爱书人共话书香———旅美悬疑作
家鬼古女、中国台湾作家陈雪，以及
著名作家陈丹燕等名家悉数做客。

李炜与孩子“ 斗舞”
《 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年度

巨献《 蒙牛酸酸乳巨星梦想学院》第
五期“ 梦想公开课”铃声早已响起，
学院首位“ 人气双冠王”李炜也亲自
赴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
心，看望那里的孩子们。现场李炜拉
着孩子们一起跳舞，并进行了一场
PK比赛，这场充满童趣的“ 斗舞”也
让教室内充满了阵阵欢笑。

中国“ 猎头峰会”举行
8月23-24日，中国首届“ 猎头峰

会”将在上海隆重举行。届时来自任
仕达、科锐国际、东浩等知名猎头公
司将齐聚一堂，就猎头招聘的成长模
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进行探讨。业
内企业及个人可在8月22日前拨打电
话021-60868679提交注册信息参与
峰会。

上海邦尼热推酒后代驾
日前，上海邦尼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在沪全力推广酒后代驾。邦尼驾驶
是一家正规、专业的代驾公司，主要提
供酒后代驾、司机外派、汽车租赁等服
务。该公司力求成为客户心目中最值
得信赖的代驾服务公司，他们始终为
客户提供最安全、最优质的服务，并以
此作为最根本的服务宗旨。7x24小时
预约服务电话：400-8200-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