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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食用油市场实现逆转

大大桶桶品品牌牌花花生生油油普普降降3300元元

涉险玩冰

管理教育追梦第一股

让企业家实现梦想

两小伙返乡心切

骑着摩托上高速

一一年年添添了了99万万余余““马马宝宝宝宝””
比当年龙宝宝还多了一万余

本报1月28日讯 1月28日，上海行
动成功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成功挂牌。
公司简称：行动教育，证券代码：831891，
是中国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管理
教育机构。

行动教育成立于2006年3月，专注
于为中小微民营企业提供管理教育和
咨询服务。行动教育始终坚持“实效第
一”，公司强大的研发团队汇聚了众多
的管理大师，行业经验基本都在15年
以上，形成了企业家教企业家的高品
质实效教学模式。

行动教育秉承“一米宽，一千米
深”的经营理念，共推出27项管理咨询
课程和服务；从公开课到内训课再到
咨询服务，形成了专、精、深的企业管
理体系。行动教育拥有自主研发的知
识产权多达210项，发行了超千万册的
管理书籍和音像制品，影响并改变了
千万名中国企业家和管理者。

与此同时，行动教育积极响应国
家教育改革政策，把握互联网发展趋
势，延伸出创业、创新加速器孵化平台
等系列服务。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马振华) 临近春节，在德州打
工的两名临沂小伙返乡心切，为了节
省时间，尽快到家，他们选择骑摩托走
高速公路返程，不料上高速公路还不
到5分钟，他俩不仅走错了方向，还被
交警查了个正着，只得依法接受处罚。

1月26日15时许，德州市交警支队
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在京台高速鲁冀
收费站执勤时，见一辆摩托车由南而
北急驰而来，车上两人全副武装，大有
长途奔波的架式。

经查，骑摩托的两名小伙均为临
沂市人，在德州某货运公司打工。眼看
春节临近，俩人便商量着骑摩托车回
家过年。由于俩人不熟悉高速路线，上
高速公路后便凭感觉直奔北京方向急
驰。民警根据相关规定，对两人的违法
行为给予罚款200元的处罚。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杜玉梅)
27日，记者从德州市卫计委
获悉，德州市2014年新出生
婴儿93377万人，比2012年全
年出生的龙宝宝还多1万余
人。各大医院产科病床都相
对较为紧张，月嫂行业也是
十分紧俏。

27日，德州几家大医院
的妇产科门前都有不少排队
等候的市民，她们有的是等
候产检的孕妇，有的是陪伴
孕妇的家人，而对于患者和

医护人员来说，这样的情况
已经习以为常。“每次产检都
要取号排队，有的时候来的
晚 些 ，排 队 就 要 一 个 多 小
时。”家住德城区的李莉告诉
记者，她距离预产期还有近
一个月，之前产检基本上每
次都要排队。

德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
科一个月分娩量月均在170
人次左右，不排除腊月二十
左右会有孕妇而为抓“马尾
巴”选择剖腹生产的情况，到

时产科床位有可能更紧张。
受此影响，德州几家月嫂

机构的月嫂可谓是十分“紧
俏”。某月嫂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我们家的月嫂已经预
约到今年7月份了，金牌月嫂已
经预约完了。”市民张华立说，
他家现在用的月嫂5000元每个
月，是在2014年10月份预约的，
当时预约的时候就已经比较
紧张了。

随后，记者从德州市卫计
委了解到，2012年是德州的一
个生育高峰，当年德州市共迎

接了80042名龙宝宝。然而，
2014年的新生儿数量有93377
万人，比2013年多了2 . 6万人，
也远远多于2012年的龙宝宝数
量。据悉，2013年6月2日，德州
取消二胎间隔，2014年5月30
日，“单独两孩”政策在德州落
地，根据摸底测算，德州市符合

“单独两孩”政策家庭总数约为
3 .8万对，因两项政策的调整叠
加，预计从2014年开始，德州市
将会出现5年的生育高峰，平均
每年比常年多出生2 . 5万人左
右。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杜
彩霞) 虽然距离腊月二十四还
有半个月的时间，市民已经开
始着手准备打扫房子了。这也
让家政公司的保洁生意忙了起
来，有些家政人员春节前几天
的“档期”全部排满，自然价格
也随之上涨。据了解，腊月十五
之后每平方米要涨一块钱。

“一平方米就要3块钱，我
这一套房子下来要好几百，比
平时贵了近一半。”王先生抱
怨。对此，四方家政公司的刘女
士介绍，“最近几天各家政公司
就开始涨价了，我们这现在还
是两块钱一平。不过过两天就
要涨到两块五一平方米了。”

“腊月二十左右打扫的

话，如果要挪动家具全部清
扫，而且家里的家具敞开式的
为主，需要四块钱一平方米，
这是腊月十五之前的价格。腊
月二十之后不少工作人员回
家了，价格可能还提高。”勤业
家政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过了
腊月十五基本上每平方米会
涨价一块钱，而平日价格是两
块钱一平方米。

据了解，家政节前涨价主
要是由于保洁员流动快，人员
不固定，熟悉业务后会自立门
户。家政服务人员孙俊华说，
春节前各家政服务公司都涨
价，她也得涨价。100平方米以
下的房子240元，100平方米以
上还可以按面积收费。

春节近家政忙

一周后涨价50%

年货大战开战

线上线下不相让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贺莹莹 ) 临近春节，商场、
超市、大街上年货会的气氛
越来越浓。与往年不同，今
年不仅是实体店忙着搞年
货经济，不少电商也纷纷参
与“年货大战”，“年货节”等
促销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
参与。

28日中午，在天衢购物
中心看到，超市门口搭起了

“年货大街”。同时，超市的年
货品类非常丰富，其丰富程
度丝毫不逊于“网上年货”专
场。营运主管汤先生称，跟往
年不同的是，之前可能单位
团购偏多，今年主要面对的
是散客，但是销量依然不少。

在德百超市，年货已经
铺满了超市的通道。据超市
相关负责人王女士介绍，本
周一就已经摆出来年货大街
了，主要以礼盒为主，年货的
种类就达几百种，还增加了
进口食品。

实体商家忙年货经济，
电商卖家也纷纷行动，参与

“年货大战”。记者了解到，天
猫率先推出“年货节”，京东
也推出年货会场，1号店推出
了抢年货等活动。对于一些
电商参与“年货大战”，实体
商家并不担心。“购置年货主
要还是以食品为主，实体店
里的食品看得见摸得着，证
件齐全，可以挑好了再买。”

近来日间气温变化较大，一些水域的冰面在中午有所融化。28日中午，在长河公园水边，附近
学校的两名学生在冰面上玩耍，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徐良 ) 春节将至，各商场的
年货一条街装饰一新，记者
调查了解到，与往年不同，春
节前食用油价格不涨反降，
花生油降价幅度最大，几乎
大桶油都降了30元。原料拉
低了食用油价，油厂借春节
占市场。

28日记者在多家超市看
到，年货一条街摆出各式漂亮
的造型，有的以包装精美吸引
顾客眼球，有的以低价博人目

光，而食用油的促销展位最显
眼，油桶上悬挂的降价标签吸
引不少市民驻足，促销员甚至
戴上了扩音器宣传卖点。

“原价109 . 8元，现在只
需要79 . 8元，过几天就恢复
原价了。”市区一大型超市长
寿花品牌的促销员说，现在一
桶5升装花生油能便宜30块
钱，而该品牌的5 . 436升玉米
油仅需59 . 9元，同样降了30
元。而鲁花品牌的促销员也不
示弱，原价124 . 9元的4升花

生油降到了99 . 9元，另外大
桶6升多的花生油也降了30
元 ，该 品 牌 的 玉 米 油 也 由
99 . 8元降到了69 . 8元。

在促销的食用油中，花生
油、玉米油降价幅度最大，豆
油、葵花油、调和油降幅较小，
多在10元左右。有品牌直接降
价，也有品牌加量不加价，原
价基础上赠送500毫升，还有
品牌通过赠送面粉、酱油等礼
品来吸引顾客。

超市工作人员称，春节

前食用油迎来销售高峰，往
年都是涨价，即使降价也是
部分品牌在搞活动，像今年
这样所有品牌都搞活动的局
面很少出现。对于降价原因，
工作人员称，玉米、花生丰收
且质量好，大豆受进口影响
价格被稀释，原材料拉低了
食用油价格。黑马农贸批发
市场粮油经营商王先生称，
食用油竞争激烈，油厂降价
促销是为了抓住年底机会冲
刺业绩，扩大销售市场。

联合检查贺年会

提升旅游质量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尚阳) 为进一步加强对冬季旅游
市场的管理，28日，德州市旅游局联合
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
行政管理局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活
动，此次整治活动至3月5日结束。

此次联合整治活动涉及旅行社、
景区、星级饭店等多个方面，重点是
为开展文明旅游专项检查；严肃查处
旅游合同不规范、超低价组团等行
为；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旅游业务
的行为；重点检查星级饭店、星级餐
馆和景区周边餐馆的厨房卫生条件
与食品质量安全，客房、餐饮、休闲项
目是否明码标价，是否出售、使用假
冒伪劣商品；整治旅游商品市场秩
序；整顿一日、二日游市场，提升城市
旅游服务质量。在检查过程中均未发
现有明显违规行为。检查组针对少数
企业在档案管理、消防设施、日常经
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要
求，并要求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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