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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闷热空调销量猛增

安安装装工工加加班班加加点点订订单单仍仍有有积积压压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路

龙帅) 连日来，闷热的天气让
德州市民着实感受到这个夏
天的“热度”，高温天气仍将持
续。受此影响，空调、风扇的销
量持续走高。近日，记者走访
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发现，无论
是数千元的空调或是几百元
的电风扇，销量都翻倍猛增。
这也给空调安装工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有的安装师傅一天
更是要安装七八台空调，一直
忙到晚上近十点。

“热得不行，准备在卧室
里再装一台。”7月10日下午，
记者在德百大楼家电区某品
牌空调商位前看到，前来询
问、购买空调的市民络绎不
绝。正在选购挂机的张先生告

诉记者，他来更换空调发票，
顺便再选购一台空调。

“看得出来是挺忙的，刚
才我问工作人员的时候，工
作人员忙得都顾不上我了。”
张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自顾
自地在一旁记起了空调的型
号及售价。

据该空调品牌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进入7月份以来，
他们的空调销量便开始猛增
起来。“以我们这个门店为
例，平日里的销量也就是个
位数，但最近这几天，每天都
会销售一二十台。”该负责人
表示，从全市范围来看，该品
牌的空调销量，近期每天都
维持在200台以上，销量最好
的一天更是卖出近300台。

“近期空调销售量的攀升
也给物流配送及安装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目前我们的货源
还是保持稳定，主打的则是一
些中档型号，同时我们也已紧
急调集售后人员加班加点。”
该负责人说，预计空调热销的
情况仍将持续。

另一品牌空调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其店内空调近期
也卖得特别好，每天都能卖出
三四十台。同时因为订单增
加，安装的时间将会较往常延
长两天。

隶属于城区一家家电安
装公司的空调安 装 工 王 正
江，如今已经从事空调安装
工作 1 0余年。他告诉记者，
近期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常

态，即便如此，手里的订单还
是会有积压。

“一般都是早上六点多出
门，晚上到家都十点以后了。”
王正江说，正常情况下，一天
他和工友能装七八台空调，有
时遇到高空外机难处理的单
子，也会耽误些时间。而且，
除了空调安装外，他还会接
到上门维修的任务。细算下
来，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得十
四五个小时。

王正江告诉记者，安装空
调的效率取决于环境，遇到配
套设施齐全的地方，每天安装
的空调台数还会增加。而像他
们这样的安装队队伍，整个公
司有10余之，一天的安装量也
近百台。相较于淡季，近段时

间他们的任务量增加了近一
倍。 据王正江介绍，今年
四月份，不少空调厂家就开始
宣传，推出优惠促销活动，他
和同事们也进入了工作高峰
期。“从4月份到现在，就没怎
么休息过。”王正江说，四五
月份购买空调的，大多是一
些刚装修完或者还不着急的
客户，对于空调的安装并没
有那么紧迫。但近期购买空
调的客户，只要一到货，恨不
得马上就能装上使用。

“这几天催着上门安装的
电话特别多。”王正江坦言，现
在的天气对工作效率也产生
了很大影响，但为了保证每天
的安装数量，他们只能加班加
点。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潇) 7月11日，记者从德
州市公安局获悉，德州公安
出入境第一个24小时自助
服务区成立，该自助服务区
24小时不打烊，自7月10日
起正式启用。

据了解，出入境24小时
服务区位于市公安局出入
境接待大厅北侧院内，这里
将全天候为群众提供港澳
台团队旅游再次签注服务，
凡是持卡式港澳台证件的
市民都可以在该自助服务
点，办理港澳台团队旅游再
次签注。这也意味着，市民
只需持电子港澳台通行证，
进入24小时自助服务区，使
用港澳台自助签注一体机

办理港澳台团队旅游再次
签注(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
人员除外)，实现立等可取。

目前，签注自助机仅支
持现金缴费且不支持找零
功能。具体收费情况为，香
港一次签注15元，澳门一次
签注15元，台湾一次签注15
元，香港二次签注30元。市
民按显示屏上的指引进行
操作，正常情况下几分钟内
可办好签注。

与此同时，仅支持卡式
港澳台通行证的港澳台团
队旅游再次签注，自助签注
机不支持探亲、商务、逗留、
以及其他类别的签注，不支
持本式港澳台通行证的签
注，需办理此类别的签注请

移步公安机关出入境前台
申请。如果卡式往来港澳通
行证和卡式往来台湾通行
证出现弯折或磨损等情况，
签注自助机将无法读取卡
内信息，您需到窗口进行咨
询办理。

此外，办理前，请确认
卡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卡
式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
地点为山东(在证件的正面
有相应的字样显示)。办理
时，卡式往来港澳通行证有
效期需大于3个月，卡式往
来台湾通行证有效期需大
于6个月。为防止因系统、网
络、设备或电力等因素导致
无法自助办理、影响出行，
请您尽早规划办证时间。

24小时出入境自助服务区投用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朱

迎雪 通讯员 王博) 7月9
日，山东省总工会发布《山东
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对涉及逢年过
节福利、文体活动支出等方面
的费用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
提出，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国家
法定节日)可向工会会员发放
年度总额不超过1600元的节日
慰问品，生日还可以发放不超
过300元的生日蛋糕(或指定蛋
糕店的蛋糕券)，两者均比之前
的标准有所提高。德州市各基
层工会可参照执行职工节日
福利新标准。

职工教育支出用于基层
工会举办政治、法律、科技、
业务等专题培训和职工技能
培训所需的教材资料、教学
用品、场地租金等，支付职工
教育活动聘请授课人员的酬
金，以及基层工会组织的职
工素质提升补助和职工教育
培训优秀学员的奖励。对优
秀学员物质奖励每人不超过
500元，奖励人数不超过参训
人数的15%。

文体活动支出奖励范围
不得超过参与人数的三分之
二，团体奖励人均不得超过
300元，个人奖励最高不得超
过500元；不设置奖项的，可为
参加人员发放少量纪念品，纪
念品价值人均不超过100元。
如因比赛活动的特殊需要，安
排工作餐时，正餐每人每餐标
准不得超过40元。文体比赛活
动，确有统一着装要求的，可
为参加人员购买服装，每人每
年不超过800元。组织开展各
类比赛，可根据比赛项目实际
需要为参赛人员购买人身意

外保险，不得借此购买与比赛
活动无关的商业保险。

基层工会可以用会员会
费组织会员观看电影、文艺演
出和体育比赛等，开展春游秋
游，为会员购买当地公园年
票。会费不足部分可以用工会
经费弥补，弥补部分不超过基
层工会当年会费收入的三倍。
组织会员春游秋游应当日往
返，确有需要，可安排工作餐、
开支门票、交通费等，每人每
天不超过200元，其中正餐每
人每餐标准不得超过40元。

职工集体福利支出包括
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国家规定
的法定节日：元旦、春节、清明
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
国庆节)和会员生日、婚丧嫁
娶、退休离岗的慰问支出等。
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向会员发
放节日慰问品，每位会员年度
总额不超过1600元，不可发放
现金、购物卡等代金券。工会
会员生日慰问可发放不超过
300元的生日蛋糕等实物慰问
品，也可发放指定蛋糕店的蛋
糕券。两者均比之前的标准有
所提高，职工节日慰问品由
1000元提高到1600元，每年蛋
糕券(或蛋糕)从200元提高到
300元。

工会会员结婚、生育时，
可分别给予不超过6 0 0元的
慰问品。工会会员生病住院
可给予不超过 6 0 0元的慰问
金。工会会员去世时，可给予
不超过2000元的慰问金 ;其直
系亲属 (限于配偶、父母、子
女 ) 去世时，可给予不超过
1 0 0 0元的慰问金。工会会员
退 休 离 岗 ，可 发 放 不 超 过
2000元的纪念品。

职工节日福利新标准来啦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王锦屏) 因
受台风“玛利亚”影响，2018年7
月11日德州东站13次列车临
时停运。

G1228、G55、G56、G301、
G 1 5 6 8、G 3 5 6、G 3 5 5、G 2 7、
G325、G323、G322、G329、G330
次列车停运，已购买以上车
票的旅客请在30天内到任意

车站办理车票退票手续，不
收取退票费。未取票的旅客，
可直接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
手续。

G163次列车运行至温州
南终止，温州南至苍南间停
运。因列车停运给您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具体列车停运
及正晚点信息，请以铁路公告
为准。

德州东站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贺莹莹 ) 1 1日，记者了解
到，按照德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德政办发〖2017〗15
号)要求，庆云县决定在本
县 范 围 内 实 行 新 购 住 房
限制转让措施。所购买的
新 建 商 品 住 房 和 二 手 住
房取得产权证书至少满 2

年 后 方可上市交易，非本
地居民购房限制转让时间
不少于3年。

本地居民认定为庆云
县范围内，含各乡镇、街道，
以居民户口本记载的户籍
所在地为准。夫妻共同共有
的房屋，一方为庆云户籍
的，视为本地居民。因继承、
变更、赠与以及换发不动产
权证书等原因导致产权证

书不满限制转让年限的，需
提交上一手产权证书。

另外，凡住宅、公寓、宿
舍等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
视为住房，列入限售范围。
在办理二手房买卖合同网
签备案手续时，产权证书登
记时间不少于2年的，一律
不予办理网签备案；满2年
不满3年的，需提交产权人
户口本进行审查。

庆云新购住房限制转让

拿产权证至少2年才能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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