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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居居民民挣挣钱钱多多了了，，花花得得也也不不少少
一季度烟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41元，人均消费支出4985元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曲一哲） 近日，国家

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对外发布数据，
2015年一季度，烟台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7541元，同比增长9 . 2%，人
均 消 费 支 出 4 9 8 5 元 ，同 比 增 长
10 . 1%，居民收支均保持稳定增长。

一季度，烟台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9337元，同比增长7 . 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61元，
同比增长10 . 7%。农村居民收入增幅
高出城镇居民3 . 0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工资性收入仍是最主要的收
入来源。全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4272元，同比增长10 . 6%，占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56 . 7%。农村居民财产性
收入增幅明显大于城镇居民，全市
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828元，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11 . 0%。转移性收入是拉动收入增
长的重要因素。全市居民人均转移
性收入1022元，同比增长14 . 3%，占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 6%。

挣得多了，居民花得也不少。
一季度，烟台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985元，同比增长10 . 1%；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199元，同比增
长9 . 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243元，同比增长10 . 1%。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增幅高出城镇居民1 . 0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进
一步缩小。

看看烟台居民都把钱花在哪

去去年年一一头头猪猪挣挣99 .. 88元元，，今今年年倒倒赔赔111100元元
生猪养殖成本持续上升，养殖户入不敷出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孙海燕） 据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对莱阳
和莱州两个生猪大县335个畜禽
监测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
猪粮比价为5 . 37:1，低于国家确
定的6:1盈亏平衡点；今年1-4月
份猪粮比价降至5 . 34:1，每头生

猪平均亏损110元。
调查数据显示 ,335个畜禽

监测点4月末存栏量为400922

头，环比增加了3149头，同比增
加了30701头；出栏量为76959头，
环比增加了14710头，同比增加
了19077头。

两大因素导致生猪价格持

续低迷。据数据显示，在2013年
猪肉价格上涨的风潮中，不少
养殖户扩大了养殖规模。另外
2 0 1 4年生猪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养猪场生产饲养状况良好，
每头生猪出栏平均重量110公
斤，比2013年增加了2 . 5公斤，也
进一步增大了猪肉的市场供应

量。
饲料费用不断增加，使生猪

养殖成本持续上升。据调查，2014

年平均每头生猪的养殖成本达
到1518 . 20元，而销售收入只有
1528元，也就是说，养一头猪只挣
9 . 8元。今年以来，生猪价格继续
下行，平均每头亏损110元。

蓬蓬莱莱国国际际机机场场完完成成““清清场场””工工作作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蒋

大伟 通讯员 盛春子） 28日
零时，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将正
式启用。7日，蓬莱国际机场开
展了对隔离区的“清场”工作，

“清场”工作结束后机场隔离区
进入日常工作状态，相关人员
进入隔离区需持相关证件并需

通过安检。
7日上午，烟台机场相关工

作人员对烟台蓬莱国际机场隔
离区进行“清场”工作，主要对
候机楼的旅客候机区以及廊桥
进行了无关人员和无关物品的
清理。

“目前新机场的隔离区

域已经全部完成了相关的装
修工作，清场工作完成后进
入日常工作状态，相关的设
备和程序自5月8日起也将进
入试运行状态，所有人员进
入隔离区域都将需要通过正
常的安检程序。”机场工作人
员说。

据了解，8日起蓬莱国际
机场将全面进入转场状态，安
检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
经开始到位，同时蓬莱国际机
场自8日起将实行新的通行证
件，进入隔离区域需要持相关
证件进入，确保新机场安全顺
利完成转场工作。

招远蚕庄镇筹建

红富士苹果博物馆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陈菲菲） 为充分挖

掘总结红富士苹果的历史文化，
扩大蚕庄镇红富士苹果品牌知名
度，蚕庄镇政府目前正在筹建中
国红富士苹果博物馆。

“去年，蚕庄镇成功举办了
‘甜美蚕庄’首届红富士苹果文化
节。今年，将继续举办第二届文化
节，并规划建设中国红富士苹果
博物馆，以此充分挖掘总结红富
士苹果的历史文化，扩大蚕庄镇
红富士苹果品牌知名度。”蚕庄镇
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红富士苹果博物馆正
在进行前期规划，预计总投资3000

万元，计划于今年8月份开工建设，
10月份部分开业并逐步完善。

中国福利彩票
开奖公告

11名微博红人体验

“胶东红色文化”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张晶）
5月7日，“胶东红色文化”网络名

博烟台行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邀
请刘仰、梦遗唐朝、花千芳等11名
微博红人参与活动，活动将持续6

天，届时名博将走进烟台十多处
革命遗址和纪念馆，感悟胶东红
色文化。

5月7日，“胶东红色文化”网络
名博烟台行活动启动仪式在东山
宾馆举行，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
年，建设胶东红色文化，烟台市红
色文化办公室、市互联网信息办、
大众网等共同主办了此次活动。

该活动邀请了一清、刘仰、花
千芳、梦遗唐朝等微博红人，在6天
的时间内，走进烟台十多处革命遗
址和纪念馆，感受胶东红色文化。

本次活动主要以“英雄胶东·开
放烟台”为主题，希望通过博主的亲
身体验，精彩文章和生动讲述，助推

“胶东红色文化”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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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烟酒支出1529元

同比增长 5 . 4%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1883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1021 元。

衣着支出744元

同比增长 5.3%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1020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348 元。

居住支出1141元

同比增长 29.2% 。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 1261 元，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 968 元。

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299元

同比增长 13 . 0%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380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182 元。

交通通信支出546元

同比增长 17 . 7%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728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284 元。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33元

同比下降 26 . 2%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297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141 元。

医疗保健支出353元

同比增长 16 . 9%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450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214 元。

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141元

同比增长 0 . 2% 。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180 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 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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