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夏以来，聊城气温一直
“热情”不减。7月31日上午10
时，振华集团五星百货给交巡
警支队城区执勤三大队五星岗
送来近千瓶矿泉水，为在高温
下仍坚守岗位的交警送上一片
心意，用实际行动构建警民和
谐关系。

在活动现场，振华集团五星
百货总经理牛钧告诉记者，五星
百货已经入驻聊城有十一年了，
已经植根于聊城。现在商场内客

流量越来越大，交巡警支队城区
执勤三大队五星岗为商场进出
顾客提供了比较方便的疏导及
道路的疏通，也为五星百货方便
消费者购物提供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非常感谢，所以借今
天这个机会表达我们深深地敬
意，他们非常辛苦。也借此机会
向他们学习，我们也会引进优
质的商品并提供更好的服务，
因为我们五星百货要打造高端
精品百货店，所以非常需要这

么一个舒适的环境，一个通畅
的交通。”她对执勤交警说，“希
望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做好服
务，你们站好岗，一起把聊城打
造得更加靓丽。”

执勤三大队政委邢蕴红接
受采访时说：“其实我们交通警
察每天工作在路上，不管是春
夏秋冬还是严寒酷暑，维护道
路交通秩序，保证路畅民安是
我们应尽的职责和本职工作，
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炎炎夏日气温比较高，大家通
过不同方式对我们表示了关心
和厚爱，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
也表示感谢。我们一定会执好
勤和站好岗，把我们本职工作
做得更好，为广大市民更好地
服务，保证路畅民安。”

执勤三大队一中队队长邵
伟长期驻守五星岗，他代表五
星岗也向五星百货做出承诺：
五星岗全体民警坚持战高温，
斗酷暑，保证城区交通顺畅。

炎炎炎炎酷酷暑暑，，五五星星百百货货为为交交警警送送去去清清凉凉

炎热盛夏，却没挡得住人
们“淘货”热情。

今天，是首届聊城艾科茶
博会(8月1至4日)的倒数第二
天，一些把展会行情摸得门清
的市民，就冒炎热天气观展，顺
便出手“淘”得最得意的商品。

当然，众展商也在抢这一
行情，买卖双方拿出十足的诚
意，进行“底价”销售。不少商家
几乎卖断了货。

不过，最喜人的场景应会
出现在最后两天。展会最后两

天，商家集体发力，诸如茶叶、
紫砂、书画、陶瓷、红木、根雕展
区均将露出“底价”，想赶展末
行情的市民，该出手了。

展品价格低于市面近5成
一次性能接触到来自世界

各地的名茶，不同紫砂大师的
作品以及红木、根雕、瓷器等丰
富的配套展品，省时、省力、省
心地购得自己所需，这是人们
青睐茶博会的一大原因。而最
吸引人的是诱人的展会政策，
低于市场20%甚至50%的价格

屡见不鲜。
老李一口气买了5个普洱

茶礼盒，他说：“这个茶礼盒平
时在店里标价600元，茶博会卖
400元，索性多买几个回家送给
亲戚尝尝。”

除了价格优惠，有的展商
会针对买的数量配送赠品，比
如买把壶还能得一个茶宠，买
两盒茶叶礼盒再送一盒，买陶
瓷花瓶赠送瓷碗……能够享受
低价和赠品，淘客们越淘越开
心。

最后两天，百家展商千种
展品开始特价大酬宾，喜欢喝
茶的市民可得赶早了。“所有展
品不计成本，亏本清仓，宁可壮
士断臂，也不带回一件。”展会
即将闭幕，各大展商都做最后
大冲刺。“一折陶瓷”限量抢购
活动将继续推出。

聊城亚太农都·艾科茶城
会展中心(柳园北路特1号近北
外环)的特价大战烽烟四起，文
化展销最后的疯狂抢购已经来
临。

首首届届聊聊城城艾艾科科茶茶博博会会最最后后两两天天，，品品茶茶淘淘宝宝正正当当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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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日，适值安利(中
国)开业20周年之际，安利在广州
发布其2025战略，宣布未来十年
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安利平台上
的成功创业者数量翻番。为了实
现此目标，安利将全面实施数字
化战略、体验战略和年轻化战略，
为直销体系插上移动社交电商的
翅膀，为营销人员打造O2O创业
平台，并为其提供全程无忧的一
站式创业支持服务。
四大系统支撑的O2O创业平台

2015年8月1日，安利(中国)
开业20周年之际，安利在广州举
办庆生大会，万余绩优营销人员
现场聆听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与
美国安利董事长温安洛有关创业
的对话。

安利大中华总裁颜志荣表
示，安利从成立之日始，就是一个

大众创业平台。安利的核心营销
人员大都独立成商，虽然卖的是
安利产品，但做的是自己的生意，
是名符其实的创业者。56年前，安
利的两位创办人正是在历经7次
创业之后，饱尝了创业者艰辛，深
切体认到创业者需求，才最终创
办了安利公司，当时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有通过创业
改变命运的机会。

以创业者为核心，安利推出
的新版大众创业平台包括四大支
持系统。安利大中华市场副总裁
余放介绍说，首先，是产品支持系
统。安利向创业者提供具有广阔
前景和强大竞争力的丰富多样的
产品，助其迅速开拓客户、留住客
户。第二，是移动电商系统，顾客
可在安利微信服务号、安利营销
人员微店、安利数码港APP等移

动渠道便捷下单购买、办理加入，
营销人员则可通过这些渠道方便
实现产品销售、客户服务及客户
管理。第三，是顾客体验系统。安
利正在将所有店铺升级改造为线
下体验设施，同时开发基于人群
细分和生活方式的社群活动平
台，支持营销人员通过开展健
身、美容、亲子、美食等丰富多彩
的社群活动，开拓客源，为顾客
提供品质生活解决方案，并不断
提升顾客体验。第四，学习成长
系统，是直销的特色，安利会通
过线上线下的培训体系，为创业
者按需提供产品知识、服务技
能、销售技巧、客户管理、商德商
道等进阶式培训；同时安利也鼓
励资深营销人员通过手把手传
帮带，帮助新人成功。

由于直销本身具有低门槛、

低投入、低风险等特点，安利希
望借助其新版大众创业平台，为
创业者提供全程无忧的优质创
业体验。
构建移动社交电商模式

颜志荣强调，直销是安利的
核心竞争力，我们不会放弃直销
这种模式，也一直在寻找直销与
互联网咬合的齿轮。移动社交电
商，就是安利整合直销传统优势、
有效利用移动电商和社交媒体，
开发出的安利版互联网+模式。

颜志荣认为，安利天然具有
互联网基因，早在互联网出现之
前，安利就依托其直销模式，建
立起了庞大的“人联网”。当前，
安利就是借助微信、微博等移动
社交平台，将线下人联网搬到线
上，通过线上线下互通互补，快
速提升人际网络拓展及沟通效

率。
发布会上，安利宣布正式启

动营销人员移动工作室，其后台
由安利公司统一设计开发并运
营，类似于为每户营销人员开办
一个微店。这些移动工作室完美
融入微信生态系统，与安利现有
的“安利云服务”微信服务账号、
安利数码港APP，以及线下家居
送货系统，共同构成安利的移动
社交电商平台。

在余放看来，安利的移动社
交电商模式有自己的优势，它保
留了直销的人员倍增、口碑传
播、消费和销售融合等核心竞争
力，并借助移动社交平台放大和
强化这些优势，通过移动电商及
线下配送提升营销人员销售效
率，是非常理想的安利互联网+
路径。

安安利利推推出出OO22OO大大众众创创业业平平台台

本报聊城8月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付红芳) 今
年上半年，聊城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CPI)上涨1 . 5%，涨幅较
上年同期缩小0 . 1个百分点。聊
城市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食品
类、衣着类是主要拉动因素。食
品类中，猪肉、鲜菜价格涨幅最
大。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聊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各月同比分别上涨2 . 0%、2 . 5%、
1 . 6%、1 . 5%、0 . 4%、0 . 9%，累计
上涨1 . 5%。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六
涨二降”。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
2 . 4%；烟酒类价格上涨0 . 3%；衣
着类价格上涨4 . 7%；医疗保健
及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0 . 1%；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上涨0 . 5%；家庭设备用品及
维修服务类和交通和通信类价
格分别下降0 . 8%和1 . 7%。

就对总消费指数影响而言，
拉动CPI最大的是食品类，对总
指数影响度为75%，其次是衣着
类，对总指数影响是0 . 51%，排
在第三位的是居住类，对总指数
影响是0 . 38%。(居民消费价格八
大类指数变化情况及对总指数
的影响如表格。)

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 . 4%，拉动CPI上涨个0 . 75百分
点，影响程度达50 . 3%，是拉动

CPI上涨的第一推手。食品类16
个品种“11涨3降2平”，其中鲜
菜、干鲜瓜果、肉禽及其制品和
鲜蛋等价格浮动较大。

人工成本及政策性调价等
因素拉动非食品类价格上涨。衣
着类价格是拉动CPI上涨的第二
动力，上半年，衣着类价格同比
上涨4 . 7%，拉动CPI上涨0 . 51百
分点，占CPI总涨幅34 . 2%。主要
受换季新款服装上市、人工成本
提高、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导致衣着价格保持上
涨势头。

另外，如受上年9月份学前

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专业
技能培训等费政策性调价影响，
服务项目价格涨幅也在扩大。而
汽油、柴油价格持续走低及家电
价格下降同时又拉低了CPI涨
幅。

聊城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分
析，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输入型通胀压力减缓。人工
成本依旧处于上升通道，推动服
务项目价格上涨。同时，新涨价
因素减弱。预计今年聊城市CPI
运行大幅变动的可能性不会太
大，将维持小幅波动态势，全年
CPI涨幅会在平稳区间内徘徊。

本报聊城8月2日讯(记者
焦守广) 7月30日，有读者

反映，城区山陕会馆南100米
一处石桥上，路面损坏严重，
坑洼不平，希望有关部门尽快
修复。水城集团表示，将马上
安排施工队伍进行修复。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读者
反映路段，该石桥上铺设的石
板出现了大面积残缺，中间部
分已出现区域轻微塌陷，虽然
路不算很宽，但来往行人车辆
不少。车辆每当经过这里时，
轧过路面后都会发出“哐哐”
的响声。

据附近居民陈先生介绍，
这处石桥自从修建之后，虽
然路不宽，就一直是南边一
些小区出入的主要道路，加
上北边是聊城一中，学生多，
来来往往车辆也多。“可能是
车多的原因，除了施工工地
附近，这里的路面要比其他
路面破损更为严重。”陈先生
说。

市民林女士经常骑车经
过这里接送孩子，林女士说，

这里的路面的确应该修修了，
本来石板路面下雨下雪的就
滑，加上坑坑洼洼的，更为难
走。有一次晚上她骑车子路过
这里时，由于附近灯光昏暗视
线不好，正巧轧到一个小坑，
摔了一跤，膝盖、手掌被挫伤。

“咱也不知道到底哪个部
门管这事儿，希望尽快修一下
吧！这车辆过来过去的，平坦
了也好走不是？”林女士说，南
边新建了多个住宅小区，以后
人会越来越多，希望相关部门
在修复路面的同时也加强一
下平时的维护。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处运
河桥路面由水城集团负责维
护，遂将问题反映至水城集
团。“经过多年的车辆碾压，有
些路段破损严重，平时我们都
会 及 时 对 石 板 进 行 更 换 维
护。”水城集团一工作人员表
示，市民反映的这处运河桥面
破损情况属实，早前也接到过
12345市长热线反馈，将马上安
排施工，近期完成该处路面的
修复。

石桥路面损坏市民盼修复
部门：马上安排施工队伍进行维修

上半年全市CPI涨幅平稳

猪猪肉肉、、鲜鲜菜菜、、衣衣着着类类是是主主要要推推手手
(制表：本报通讯员 付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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