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烟台义乌
商贸城一楼中央空调系
统改造。
二、竞争谈判内容：一楼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竞价。
三、接洽处：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
营部。
1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
马路1 3 8号烟台义乌商贸
城。
2、接洽时间：2014年2月19
日—2014年3月6日。
联系电话：0535-2965373。
四、竞争性谈判文件每套
售价500元，售后不退。申
请文件交纳截止时间3月6
日15：00。
五、谈判方式：公开竞争
性谈判。

山东济铁旅行
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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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助助流流浪浪者者，，竟竟频频频频炒炒老老板板鱿鱿鱼鱼
烟台市救助站帮流浪者就业遇尴尬，不少人因怕苦怕累辞职离开

二月二小零嘴

种类越来越丰富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李娜)

还有十多天就到农历的二月二
了，现在已有商超将炒豆、棋子等
摆在了醒目位置，备战二月二。

“二月二，龙抬头。”按照胶东
的习俗，这一天要吃炒豆和棋子。
20日中午，在莱山一家商场内，不
少市民忍受不了“诱惑”，早早开
始选购糖豆和棋子等小零嘴。每
斤价格在8 . 5元到19 . 8元不等。

黄豆、青豆、黑豆、豌豆、花
生、蚕豆、瓜子等等，再到形状各
异的棋子，如今的二月二小零嘴
越来越丰富，口味也增加不少。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结合自
身实际，成立专业小组，对辖区变
电站的线路、设备展开以测温测
负荷为主的特巡，及时督导消缺
和隐患整改，保证电网设备良好
运行。

开展节后特巡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金
夏瑞 ) 为了让原本靠拾荒为
生，后被救助站收留的老郑能
有份稳定收入，早日挣钱返乡。
前段时间，救助站几名工作人
员帮老郑找到了一份在养牛场
打杂的工作，还为他谈好了时
间与工钱。可是好景不长，近
日，老郑却辞掉了工作又回到
了救助站。

很多人都对老郑的行为充
满疑惑：好不容易能挣点钱，眼
看着就要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
了，老郑为什么还要辞掉工作，
再次返回救助站呢？

18日下午，记者在烟台市
救助管理站见到了这位“老
郑”。50岁的老郑个子不高，身
材偏瘦，说起话来却是干脆利
落。老郑在养牛场一共干了6

天，挣了200元。之所以辞工回
来，老郑坦言：“最大的原因就
是工作时间点不固定。”

老郑告诉记者，在养牛场
干活时间点很零碎，凌晨4点到
7点，上午9点到11点，中午12点
到下午1点，下午4点到6点，晚
上7点到9点。每天干一会休息
一会，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他
实在受不了。

除了工作时间不固定，老
郑还说，在养牛场避免不了要
干些粗重活，他的左臂前些年
受过伤，干起活来有些吃力，思
来想去，还是决定不干了。

事实上，在接受救助站救
助以前，老郑曾干过不少零活，
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也当过装
修工。去年，他跟几名同乡来到
烟台某工地打工，眼瞅着到了
结款的日子，工头却消失了。

“少说也有4000元。”老郑盘算
着。

记者还了解到，通过救助
站帮忙介绍、安排工作的人，老
郑不是第一个，他也不是第一
个辞工离开的人。

养牛场的梁老板告诉记
者：“(救助站)先后送到我这里
的几个人，干的最长一个不超
过半个月，他们辞职的原因多
种多种，很多是因为吃不了
苦。”梁老板认为，求助者纷纷

“闪辞”与他们自身的性格特点
有极大的关系，吃不了苦是最
主要的。

“来到救助站寻求救助
的人大部分在生活习惯上
存在问题，他们对自身的定
位有一定误区。不可否认，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努力，不
愿意吃苦，才来到救助站
的。如果这种心态不改，即
便找到工作，也很难坚持下
来。”救助站副站长邵卓晨
告诉记者。

面对多次提供了就业机
会，求助者却并不珍惜的情
况，救助站也表示理解。一方
面，多数来到救助站的人并
不具备竞争能力。到了需要
救助的地步，必定是长期或
暂时失去生存能力。这种情
况下许多正常的工作他们也
无法胜任。

用人单位不是慈善机

构，他们到救助站招人图的
不是做好事。有的工作的确
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
选，一些工资较低、对劳动者
自身技术水平没有要求的岗
位大多无人问津，因而用人
单位愿意来救助站招人。

“只要转变心态，找到合
适的工作，过上常人的生活
不是问题。”某企业经理说。

要实现稳定就业，求助者心态转变是关键

救助站原本是为流浪乞
讨者提供暂时的避难所，解
一时之急，对进站寻求救助
的人员进行询问登记，对进
站前有身体疾病的先行送
医，能护送返乡的将其送回
家乡，找不到家的送到到社
会福利机构安置。所以，为流
浪人员提供工作机会并不在
救助站的职责范围内。

“一部分找不到家，又不
意离开救助站的人，我们希

望他能有个长期的谋生之
计。”救助站副站长邵卓晨说
道，出于好意，帮一部分人安
排了就业的机会。

救助行为应当遵循当事
人的意志，当救助站面对有
的健康适龄又不愿意返乡的
流浪者，一味让他们住在救
助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帮
助这个群体寻找一份真正可
以谋生的职业，这种救助新
形式便应运而生。

邵卓晨告诉记者：“并不
是所有的公司都愿意来救助
站招人，来站里招人的公司
对求助人员都有一定的了
解，目前有两家公司来招聘
过。我们也定期走访了解这
些公司，在确保受助者身体、
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下一步
也在考虑与用工方签订协
议，争取能早日将这件事推
上轨道。”

本报记者 金夏瑞

提供就业机会成为救助新形式

打打车车软软件件做做推推广广，，通通讯讯商商也也看看到到了了商商机机
直接上门做起了的哥的生意，推销智能手机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代
曼 ) 这两天打车软件市场火
拼愈演愈烈，拉力赛式地提高
补贴奖励让的哥和乘客吃了回

“免费午餐”。记者调查中发现，
烟台有的通讯运营商也忙着从
中“捞”商机。

目前，嘀嘀打车对于乘客
的奖励是每单12元，快的打车
返现额度为每单13元。按照烟
台出租车起步价8元/3公里，即
便再加上燃油附加费1 . 5元，打
车距离在3公里内的，用嘀嘀打
车微信支付，乘客将赚到2 . 5

元；用快的打车支付宝支付，乘
客能赚到3 . 5元。靠着打车软件

“接活儿”，不少的哥每天额外
能赚上百元。

20日，记者在环山路润利
大厦附近发现，附近有上百辆
使用打车软件的出租车。据的
哥董师傅介绍，春节前后，烟台
使用打车软件的不到5人，但现
在至少有300多人。

因为使用打车软件对手机
性能和运行速度都有一定要
求，烟台一部分的哥都在忙着
换智能机来抢吃“蛋糕”。有的
通讯运营商就从中看到了商

机，上门做起了的哥的生意。
2 0日一早，的哥孙师傅

收到了一份“的哥打车软件
套餐”的宣传单页。“一开始
我还以为是打车软件公司的

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通讯
公司的，说他们刚推出的套
餐速度快，抢单更容易。”

在该通讯公司的摊位前，
记者看到，已经有一些的哥现

场买了手机，下载了打车软件，
抢起单来。该公司工作人员说，
考虑到不少出租车司机想使用
打车软件，但又不知道如何操
作，他们就帮着做起了宣传。

延伸阅读

老郑挠着
头 告 诉 记 者 ，
离开养牛场是
因为工作时间
不 固 定 ，干 的
活 挺 累 人 。

本报记者
金夏瑞 摄

目前，烟台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越来越多。20日上午，公交集团出租车公司的院内，不少司机都在
咨询和安装打车软件。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距离二月二还有十多天，炒
豆、棋子等小零食已经开卖。本报
记者 李娜 摄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吴江
涛 通讯员 王莹 ) 19日，国家
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发布调查数据，
2013年，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累计上涨2 . 2%，比上年同期回
落0 . 3个百分点，涨幅低于上年同
期水平，价格呈现平稳上涨特点。

数据显示，2013年，烟台市十
大类农业生产资料中，农用手工工
具、农用机油等七大类价格稳定上
涨，半机械化农具、化学肥料和农
药及农药机械三大类价格指数平
稳下降。

烟台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上涨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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