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租车车行行抢抢搭搭公公车车改改革革顺顺风风车车
有的还专门购置了新车，摩拳擦掌争抢“公车服务”这块蛋糕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近日，国家出台了公车
改革政策，汽车租赁行业也敏
锐地嗅到商机，在他们看来，在
这项政策的刺激下，汽车租赁
行业也将迎来一个“春天”。据
了解，一些汽车租赁公司已经
和不少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
门达成合作意向，为提供更好
的服务，有的租车行还专门购
置了新车。

近日，国家出台了《关于全
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山东省

的相关政策也在制定中。面对
政策的即将落地出台，汽车租
赁行业也坐不住了，纷纷摩拳
擦掌，争抢“公车服务”这一蛋
糕。

大海阳路一家汽车租赁公
司负责人介绍，得知公车改革
的政策后，他们很兴奋，并一直
关注着省内政策的具体落地，
这次公车改革对租车行业来
说，可谓是一次大的商机。“公
车量减少后，部门周转不开，需
要用车的时候，势必会到租车
行来租赁，可以带动租车企业
的订单量。”

看准政策和商机后，租车
企业也开始了自我推介行动。
这位负责人说，经过前期协商，
他们和市区一些政府单位、企
业事业单位、银行都达成了合
作意向，有的已经签订了长期
租车合同。“对于这些长期的客
户，我们都是提供优先服务，客
户什么时候需要车，都会优先
提供。”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有
的汽车租赁公司还专门购置了
新车。据另一位汽车租赁公司
负责人介绍，前不久，他们购置
了30辆现代和捷达，这些新车

的配置都不低，开出去也很有
面子。最近确实有不少企事业
单位来咨询租车的事，大都是
公务需要。对于这些客户，他们
专门制定了年租方式，签订年
租合同，一年之中随时可以用
车，根据用车天数付租金。

“在租金方面，也非常优
惠。”这位负责人介绍，算下来，
日租金也就100多元钱，主要是
为了锁定这些客户，提高订单
量。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市区多
家汽车租赁公司，发现大家都
很看好这块市场，并为此积极
准备。

不不少少外外地地月月饼饼退退出出港港城城市市场场
市场行情不景气，今年外地月饼低调不少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中秋越来越近了，逛商
场购物的时候，细心的市民会
发 现 ，相 对 于 往 年“ 百 家 争
鸣”的情形，今年商场的礼盒
月饼鲜见外来品牌，本地月饼
成了地地道道的主角。业内人
士分析，受市场行情不景气影
响，不少外地月饼退出了烟台
市场。

“买一赠一，看看这些月
饼 吧 ，烟 台 本 地 的 ，口 味 很
好。”21日，在振华购物中心，
广福元月饼一位销售人员向
市民兜售着自家月饼。中秋越
来越近，各大商超也开始在显
眼位置摆出了礼盒月饼，相对
往年，今年的月饼价格很亲
民，不少礼盒月饼搞起买一赠
一的促销活动。

除了价格平民，相对去
年，今年外来月饼寥寥无几。
在振华购物中心，记者看到除
了在超市开设专区、长期入驻
的稻香村之外，礼盒月饼以南

沪、广福元、婴儿乐等烟台本
地月饼为主。“以前，月饼专
区非常热闹，有六七个品牌，
今年显得冷清不少。”一位市
民一边选购月饼一边感叹。

据大润发超市一位负责
人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超
市里外地品牌月饼少了，没有
了广东、广西品牌的月饼，只
有三个沈阳品牌的月饼，主要

是本地品牌的月饼，这些月饼
礼盒主要以销售陈列为主。

“都是因为市场行情不
好。”谈到外地月饼的隐退，
烟台巧媳妇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徐永升一语道破原因。徐
永升说，今年以来，干果、鸡
蛋等月饼辅料一直在涨价，人
工、物流费用也一涨再涨，推
高了月饼成本。

成本虽上涨，但生产商却
不敢轻易喊涨价。徐永升说，
受节俭风、反腐政策等影响，
今年的月饼市场行情并不景
气，销售压力大，利润空间一
缩再缩。“据我了解，今年确
实有不少外来品牌都退出了
烟台市场，一些代理商取消了
外地月饼的订单，因为生意确
实不好做。”

预预归归类类服服务务让让企企业业通通关关时时间间减减半半
本报8月2 1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预归类服务使我们
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时间缩短
了一半。”上海通用东岳汽车
有限公司报关业务经理姜巨
鑫高兴地说。20日上午，青岛海
关与山东报关协会在烟台海
关联合推介预归类服务，尝到
甜头的烟台企业也说出了亮
底话。

所谓预归类服务，是指具
备进出口货物预归类服务资

质的单位，受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对其
拟进出口的货物预先进行的
商品归类，并出具预归类备案
意见书。

去年11月，在青岛海关的
部署下，烟台海关作为青岛关
区唯一先行试点单位正式启
动了预归类服务试点工作。

开展预归类服务，通过预
先实现商品归类的审核、在通
关中仅对商品归类进行程序

性审核、相关归类争议待货物
放行后统一处置，帮企业在进
出口前解决了归类疑难问题。
通过预归类，大大减轻了海关
人员归类审核的工作量，也降
低了执法不一致现象。

另外，海关各通关现场通
过设立专门窗口和绿色通道，
给予该类单据优先审单放行
待遇，避免了某项货物因归类
争议而造成整票货物通关速
度变慢的问题。

截至7月底，山东朗越国际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青岛
关区首家预归类服务单位，已
对上海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
限公司等9家公司的5880余项
商品出具了897份预归类意见
书，预归类服务报关单1508票，
通关时间缩短约一半。

据了解，青岛关区预归类
服务工作将全面推开，关区所
有进出口企业可享受到该项
服务。

团团费费下下调调，，旅旅游游市市场场迎迎小小淡淡季季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李

凝) 马上就到开学季了，随着
学生陆续入校，持续两个月旅
游旺季也将降温，进入9月出
游小淡季。记者采访了解到，
旅行社推出的大多数9月旅游
产品，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回
落。

烟台不少旅行社已推出9

月和10月的部分旅游产品，其
中，由于9月机票等交通费用
下调，部分旅游产品价格较暑
假小幅回落。山东省中国旅行

社烟台分社的王鹏说，9月上
旬旅行社推出的各条线路整
体上都会有所回落，尤其是韩
国游，基本上会回到暑期前的
水平。

“在9月初，我们会迎来中
秋三天的假期。历年来，中秋
节的旅游产品都不好卖，所以
旅行社不会为中秋节准备什
么特别的‘节目’，安排的基本
都是2天的近郊游。”山东南山
国旅的孙丽娜介绍，为迎接9

月旅游淡季，旅行社会在调价

的同时，重点提高线路品质，
走“品质游”的路线。

9月份旅行团费下调，主
要原因在于机票等交通费用
的下调。山航烟台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介绍，每年8月25日之后
都是机票降价的日子，几乎所
有航线的票价都在回落。据了
解，9月机票将迎来价格低谷，
最低可能会降到五折，但9月
下旬以后，随着中秋节预热和
国庆节即将登场，机票还会小
幅上涨。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曹辛辛) 为了解规
模以下工业企业发展情况，国家统
计局烟台调查队在全市抽取177户
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进行了跟踪监
测调查。从调查情况看，今年以来，
烟台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数量稳
定增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
长，但同时存在劳动力成本大幅上
升、原材料成本快速上涨、企业融
资困难加剧等三大突出问题。

调查的177户规模以下工业企
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388 . 3万
元，户均主营业务收入284 . 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 . 94%。同时，调
查的177户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中，
用工成本上升快的企业有102户，
占57 . 6%；原材料成本上升快的企
业有80户，占45 . 2%；资金紧张的企
业有44户，占24 . 9%。

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面临三大突出问题

随着中秋临近，租车市场又热
闹起来，受节日拉动、旅游旺季等
影响，烟台租车市场也水涨船高。
市民如有需要，租车要趁早。

“我们公司有100多辆车，包括
商务、小轿车等多款车型。”烟台通
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是旅游旺季，汽车的
出租率还不错，达到90%以上，有
的时候全部租完。随着中秋节的临
近，汽车租赁的订单也开始增多，
价格也有一定的上浮，比平时上涨
20%左右。

目前，正值烟台旅游旺季，外
地游客的涌入本身带火了租车市
场，再加上中秋、“十一”节日的临
近，汽车租赁市场很是紧俏，可谓
一天一个价。据神舟租车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同样车型5天租期的，

“十一”时的租金比中秋节要贵600

多元钱，分摊到每天，一天要贵120

多元钱。
从租车人来看，多以家庭出游

为主。据二马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负责人介绍，从他们公司的订单情
况看，顾客多是外地游客，这些游
客多是家庭组团来玩，也正因此，
公司的商务车特别受青睐，租赁时
间在3-5天，如果预订晚了，很可能
就订不上。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烟台多家
汽车租赁公司，发现根据汽车的品
牌、配置不同，日租金从100多元到
四五百元不等。同时，业内人士提
醒，随着中秋、“十一”临近，有需要
租车的市民得抓紧了，按照以往规
律，需要至少提前10天下单，才可
能租到合适的车。

本报记者 秦雪丽

租车价格涨
想租要趁早

相关新闻

锐眼消费

商场里月饼多是本地的，外来月饼寥寥无几。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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