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车展展招招商商火火爆爆，，车车商商争争抢抢展展位位
招远市汽车经销商悉数参展，烟台市区十余家车商也将到场

展会：齐鲁晚报招远首届汽车
促销展
时间：10月26日-27日
地点：招远市体育公园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侯文强 ) 本周末将举办的齐
鲁晚报招远首届汽车促销展
上，热点展位分外抢手，不少
汽车经销商向车展组委会提
出申请 ,争抢好展位。本次车
展招商火爆，招远市汽车经
销悉数参展，烟台市区十余
家 汽 车 经 销 商 也 将 到 场 参
展 ，数 百 辆 参 展 汽 车 将“ 填
满 ”招 远 市 最 大 的 露 天 广

场——— 体育公园。
市民知晓率的提高，是

本次车展招商火爆的重要原
因。2 3日，记者走访招远城区
沿街店铺时，发现每家都有
齐鲁晚报招远首届汽车促销
展的入场券，“去体育公园看
齐鲁车展”成为当地市民讨
论的热门话题。

由于今年车市低迷，成
交量不尽人意，展会频繁但
效果不理想，不少汽车经销
商一开始对本次车展信心不
足。齐鲁晚报招远首届汽车
促销展组委会在招商初期，
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不少汽

车经销商抱着迟疑的态度观
望。

铺天盖地的宣传、又打
出买车送油卡的优惠等，组
委会踏实的工作态度给了汽
车经销商信心。距离车展举
办还有两个周的时候，已经
有 2 0多家汽车经销商预定展
位。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截
至 2 2 日下午，除了招远当地
汽车品牌悉数参展外，还有
来自烟台市区的汽车经销商
来到招远，体育公园的展位
被争抢一空。

在 2 2 日和 2 3 日，车展组
委会的办公电话一直响个不

停，其中有多家汽车经销商
打算调换个好位置或预定展
位 。“ 我 们 可 以 追 加 参 展 费
用，展位能不能调换靠前一
点？”2 3日上午，招远市一家
经销商致电组委会时说道。

不少金融服务机构也主
动联系本次车展组委会，希望
能在车展现场提供相关服务。
农业银行招远支行个人金融部
主任刘学萍说，他们还会派出8

名工作人员，到现场办理车贷
业务，贷款费率低，对部分车型
甚至不收任何费用，零利息，
零费率；如果材料齐全，车贷
在三四天内就能办好。

招远市民的热心和淳朴
让本次车展组委会工作人员
感动不已：一捆布展用的细
绳被工作人员不小心落在了
路边，市民王先生发现后，放
下手头的事帮忙看顾，一直
等到布展人员返回寻找后才
离开。

2 3日上午 1 0点多，在招
远市城南，本次车展组委会
工 作 人 员 在 悬 挂 宣 传 横 幅
时，不小心将一捆细绳落在
了路边，直到十多分钟后才
发掘。由于悬挂横幅的地方
车辆和人流比较密集，大家

都觉得这捆细绳肯定要被人
捡走了。

可当工作人员顺路返回
时，竟发现这捆细绳还放在
原先的位置，一位市民正站
在旁边张望。

“怕你们丢了东西，我一
直在旁边看着。”原来，这位
不愿透露名字的市民姓王，
他去办事时看到了工作人员
落下的工具，就先放下了自
己的事，站在旁边等着失主。
直到确认了布展人员的身份
后，他才满脸微笑地离开了。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横幅挂遍城区

车展成热门话题

在招远市街头，走不多远就
能看到齐鲁晚报首届招远汽车
促销展的横幅。在招远打车时，
出租车师傅也会主动和乘客聊
起齐鲁车展，首次在招远亮相的
豪车、巨大的优惠力度等内容，
都成为市民热聊的话题。

“2013年齐鲁晚报首届招远
汽车促销展，买车送油卡”———
这条横幅飘扬在招远市的大街
小巷。在温泉路、天府路等主要
道路路口，在府前广场、汽车站
等人流密集区域，在振华商厦、
佳乐家等繁华商业区，都能看到
这道显眼的黄色横幅。

23日下午4点，在出租车上，
一位的哥主动和记者聊起了本
次车展：“走哪都能看到车展的
横幅，还有人给我发了入场券，
这次车展可真能宣传。”

车展组委会负责人张辉说，
本次车展的高密度宣传期不低
于一个星期，除了悬挂横幅外，
他们还组织了大量人员发放车
展入场券，目前已经发放7 . 3万
余份，预计到车展开幕时，将总
计发放15万份以上的入场券。

豪车亮相、车商抄底血拼、
数十个品牌云集……本次车展
组委会对招远沿街门店和重点
小区进行了全覆盖式宣传，齐鲁
晚报招远首届汽车促销展的举
办已经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王
永军) “你们的爱心苹果格外
甜，买两箱送给老师表达下心
意。”23日，市民王先生通过本

报“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益
活动订购了两箱爱心苹果送给
老师。霜降后的苹果口味更好，
想要尝鲜的市民赶紧订购吧！

市民王先生大学毕业后，
已经来到烟台工作1年多了。说
起烟台苹果，王先生很是熟悉，
他告诉记者，苹果可是烟台的
特产，所以他也一直想让自己
的老师尝尝鲜。

王先生说，他的这位老师人
特别好，对他影响很大。这次看
到“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益
活动，就想着赶紧给老师订两
箱，感谢老师曾经的教诲。而且
每箱还能捐出1元钱，老师知道
了可定很高兴。

此次“栖霞苹果红齐鲁”爱
心公益活动推出的爱心苹果有80

级别和85级别的，其中80级别的

毛重20斤左右，每箱120元，85级别
的毛重10斤左右，每箱80元。另外
还有贴字苹果，苹果上印有“恭
喜发财”、“健康平安”等字样。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
益活动最重要的就是活动的公
益性。市民每购买一箱爱心苹
果，本报将拿出1元钱用于公益
事业，你的一个小举动就可能
帮助到他人。

订订购购两两箱箱爱爱心心苹苹果果给给老老师师尝尝鲜鲜

布布展展工工具具落落路路边边，，热热心心市市民民帮帮照照看看

布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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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放下手头的事情帮忙照看布展工具。本报记者 侯文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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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订购爱心苹果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王
永军 李静) 眼下正是苹果大
量上市的时节，记者发现，在果
园里忙碌的身影中，却鲜见年
轻人的面孔。很多年老果农正
考虑把果园转租出去，苹果种
植传承问题让不少市民担忧。

16日，在栖霞市蛇窝泊镇苹
果批发市场，71岁的隋淑芳和衣
玉芳老两口拉着一车苹果，准备
往收购商那送。“我们老两口种
了一辈子苹果，现在还有4亩果
树。”隋淑芳说，这两年还能种，
再过两年就侍弄不了了。

隋淑芳有一儿一女，都已
经40多岁了，也在种植果树。不
过孙子辈的都在外读书和工
作，以后肯定不会回来经营果
树了。说到以后的打算，隋淑芳
说，准备把土地转给别人种植。

今年49岁的战京创种植苹
果有20多年了，和苹果也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到头脑子
里想的都是苹果的事。”战京创

告诉记者，苹果给他们带来了
收益，但现在也有一些担忧。

战京创说，儿子在外边读
大学，以后肯定不会回到果园
里。现在村里种植果树的主要
都是中老年人，年轻面孔很难
见到。“在外边挣钱多，苹果园
里留不住年轻人。”战京创担心
以后就没人种苹果了。

采访中果农告诉记者，一
般种植面积在三四亩的，两个
劳动力勉强可以忙过来，而面
积再大一些的就得雇人了。不
少年轻劳动力宁愿出去打工，
赚到钱给家里雇人，也很少有
愿意留在家自己种植苹果的。

在观里镇的苹果交易市
场，23岁的李明晓利用休假时
间给家里帮忙。他说，家里种了
8亩果园，平常只有父母两个人
管理，忙不过来的时候会雇人，
他暂时没有回来的打算。

与李明晓想法一样，不少
年轻人告诉记者，即使在外面

赚钱没有种果园赚的多，也不
愿意回来管理果园，主要是觉
得种植苹果没有什么前途。

针对不少人担心的苹果种
植传承问题，烟台市苹果协会
会长赵培策告说，以后苹果种植
的模式会有改变，苹果产业还是
很有前景的，会不断出现一些农

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专业合作社
等，还有可能出现家庭农场等。

赵培策说，眼下苹果园对
年轻人的吸引力不足，导致果
园经营人员年老化严重。以后
可能就会发展一种新型的现代
农业，不断培养新型果农，吸引
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

年年轻轻人人不不愿愿““继继承承””，，老老果果农农欲欲转转租租果果园园
苹果种植人员现“老龄化”，传承问题令人担忧

隋淑芳（右）和衣玉芳给收购商送来苹果。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预订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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