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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港城家政服务价格普涨20%
而且人手紧缺，市民年底大扫除要尽快预订了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秦雪丽) 不少市民现在就开
始提前预订家政服务给家里
大扫除了。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家政公司了解到，今年的
家政服务价格普遍比去年上
涨，而且人员紧张。

谈到最近的家政行情，
烟台九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何经理给出的第一个答复

便是价格涨了。“清扫室内，
去年一平方米2元钱，现在涨
到了2 . 5-3元钱。”何经理称，
由于人工成本的上涨，今年
客户接受家政服务普遍要比
去年多花20%左右。同时，钟
点工的服务价格也上涨了不
少，去年是25元每小时，现在
则涨到30元。

尽管收拾家务、打扫卫

生、擦洗玻璃等家政服务价
格上涨，但家政公司却大都
说生意不好做。“人手紧缺是
最头疼的事。”从事家政行业
五六年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年底是家政服务行业的旺
季，但由于从业的多为农村
务工人员，临近春节，不少家
政服务人员都选择提前返
乡，“越到过年，人手越紧

缺。”
为了缓解人手压力，家

政公司也做了许多准备。张
女士告诉记者，她正在招聘
一些有经验的家政人员，为
即将到来的用工高潮做准
备。“打扫卫生也是一门学
问，必须有经验有技巧才行。
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上
岗。”

随着春节的临近，不少
市民都提前行动，开始预订
清洁工。市民朱先生告诉记
者，去年由于工作忙，进入腊
月才想起来预订家政服务，
不料没人肯接活。“最后，咨
询到第四家家政公司才预订
到，不过价钱要比平时高出
一倍。所以，今年我得提前下
手。”

“按照往年行情，一进入
腊 月 ，家 政 服 务 便 很 难 预
订。”烟台九鼎物业的何经理
说，有一些家政公司为追求
利润，看准时机随意加价，比
如擦洗一个窗子，平时需要
25元，而一些商家现在可能
会提高到45元。因此，市民选
择家政公司不仅要早动手，
还要“货比三家”。

南方柚子丰产 烟台市民沾光
大街小巷都是柚子，价格还挺亲民

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李娜 ) “柚子一块七毛

八一斤？我没看错吧。”11日
上午，在市区一家超市，两
位女士看到价格牌上标注
的数字很是吃惊。从今年11

月中旬以来，南方柚子出现
滞销，价格接连走低。烟台
市民受惠于这次丰产，购买
量增加不少。

在市区的几家大型超
市，记者看到，柚子的价格
都很亲民，价格均低于每斤
2元。振华量贩普通柚子售
价为1 . 99元/斤，大润发闽柚
1 . 88元/斤，海港路壹佰货超
市更是打出了1 . 78元/斤的
招牌。以前十几块钱一个的
柚子，现在只用5块多钱就
能买到，这样的低价位吸引
了不少市民选购。

在壹佰货地下超市水
果销售区，最引人注目的就
是柚子了，不仅仅是因为它

个头大，在水果区占据的位
置多，而且超低价更是吸引
市民的主要原因。“你看看
现在还有什么水果两块钱
一斤能买到？这柚子以前怎
么也得四五块钱一斤啊。”
一位正在挑选柚子的女士
跟同伴说。

记者从位于幸福中路
的烟台果品批发市场了解
到，目前柚子的批发价格为
每斤1 . 8-2 . 1元，根据等级不
同，价格略有差别。“今年柚
子是丰产，价格低。去年这
个时候，柚子的批发价格在
3元以上。”烟台果品批发市
场经理鲍峰说。

“以前苹果是烟台冬季
最主要的水果，这几年苹果
的价格居高不下，南方水果
销量越来越大。表现最为明
显的就是柚子。”鲍峰分析，
今年柚子产地气候好，丰产
是价格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近几年柚子在烟台销
路变宽，市场上经营柚子生
意的商家越来越多。“去年
这个市场只有8家商户经销
柚子，今年一下子增加到15

家，供货量直线上升，价格
下滑很明显。”

经销柚子 5年的福建
水果商苏女士对烟台市场
了如指掌。她说，烟台市场
9 0%的柚子都是来自福建
平和县的琯溪蜜柚，以前

市场上也有，但是数量有
限。“烟台本身就是水果之
乡，对水果比较挑剔。现在
销量能有这么多，和老百
姓 吃 水 果 的 习 惯 也 有 关
系。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
柚子了，柚子的销路也越
来 越 好 了 。”苏 女 士 感 慨
说，“5年前，一车柚子卖一
周都不见少，现在小商贩都
开始主动打电话订购柚子
了。”

临近年关员工要回家

企业急赴校园招聘学生工
本报12月11日讯 (通讯

员 张倩 记者 李楠楠)

寒假即将到来，驻烟高校
校园里又贴满了招聘假期
学生工的广告。虽然待遇优
厚，但学生多数要回家过
年，应聘者寥寥。

11日上午，记者在烟台
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等高校
看到，寒假兼职的招聘启示
已贴满校园内的宣传栏。

“新手60元-80元每天，
老手每天80元-120元。”这是
一则招聘家政服务人员的
广告，记者注意到，今年用
工单位纷纷提高了短期工
作人员的待遇。比如富士康
集团的招聘广告上，给出的
是每月2300元到3500元。

不光烟台本地企业在
招工，外地企业也在招聘寒
假工。在烟台大学校园内，
一家威海的电子加工企业
招聘兼职学生100人，月薪
除了在2000元到3000元外，
还包吃住，春节另外安排包
车接送回家。除此之外，还
承诺为打工大学生开具实
习证明。

面对优厚的工资待遇，
在校大学生却并不“感冒”。

“暑假还可以，寒假谁不回
家过年啊？”烟大学生张超
说。

记者拨通一则招工广
告上的电话，一位自称吴经
理的人说，现在农民工都准
备回家过年了，可是订单来

了工作不能停，所以才想到
去大学校园招寒假工，不过
效果不理想。

由于贴到校园里的招

聘广告没人审核，每到寒暑
假，总有打工被骗的学生。
因此，大学生对这些校园招
工信息并不是很“感冒”。

开发商优惠一再加大

楼盘说声“降价”却很难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李园园 ) 进入12月份，
空前的库存压力和资金压
力，逼迫开发商使出浑身解
数卖楼。打折、团购、特价
房、补差价等招数频出，但
记者从各楼盘了解到，优惠
力度虽然一再加大，但大家
都不肯开口说“降价”。

11月初，位于牟平区的
某楼盘推出总房款优惠1万
元基础上再享全款9 . 8折、按
揭9 . 9折的优惠活动。12月11

日，该楼盘又推出现场团购
9 . 5折优惠的活动，折后均价
已不足5000元/平方米。同
样，莱山区某楼盘，11月21日
在一家网站公布了购小户
型额外优惠1万元、大户型
额外优惠2万元，全款9 . 7折、
按揭9 . 9折的优惠活动。而12

月7日，他们又加上了每天
推出3套特价房源、购特价

房享1万元的优惠。
记者注意到，为了去库

存，还有楼盘甚至打出7 . 2

折团购、10套特价房每平米
优惠1500元、全款可享受每
平方米减100元-300元不等
的优惠政策。

那么，为何开发商卖楼
不直接降价呢？

一楼盘内部人士告诉
记者，每平方米直降100元-
300元和全款优惠100元-300

的意义大有不同，前者是优
惠政策，后者是真正的降
价。目前整体市场都在观
望，消费者都有买涨不买跌
的心理，降价只会让更多的
人观望。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下，降价显然是不明智的，
开发商也断然不会采取这
一方式。目前开发商采用的
打折、团购等“降价”方式，
并不是真正的降价。

印上“恭喜发财”字样

4个苹果能卖到58元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李娜) 印上吉祥字的苹

果您见过，但四个就卖到58

元的您见过吗？
11日，记者在一家超市

见到了久违的“吉祥苹果”，
“恭喜发财”4个苹果就卖到
了58元。

据了解，苹果上印吉祥
字在前几年很常见，不过从
2009年开始，苹果行情一路
走高，愿意耗费精力在苹果
上面印吉祥字的果农越来
越少。

“2006年左右，苹果的
收购价格在一块多钱，为了
创收，有果农开始在苹果上
印福、禄、寿、恭喜发财等吉
祥字样，印字的苹果比普通
苹果能贵一倍。”在三站市

场经营水果的刘新云说，
“吉祥苹果”流行了两三年，
然后就越来越少了。

福山区的孙印安种了
4亩苹果，今年卖了一个好
价钱。当记者问他为什么
现在“吉祥苹果”变少时，
他告诉记者，印字苹果是
在苹果的生长中期，用纸
剪字贴在苹果的表皮，利
用光合作用影响植物颜色
的原理晒出来的。“现在雇
人干活一天得8 0元，印字
太费人力了，现在苹果行
情好，大家都不愿去弄这
个了。”

原来，“嫌麻烦”的人多
了，“吉祥苹果”也就跟着少
了，难怪市面上会出现4个
就卖58元的苹果。

圣诞将至，
港城市区某超
市推出“圣诞快
乐 ”购 物 一 条
街。11日正值周
末，很多市民在
为孩子选购心
仪的圣诞礼物。

本报记者
李园园 摄

在我国的劳动法律法
规中，目前并没有关于大学
生打工方面的相关规定。加
上在校学生打工不属于法
律明确规定的用工范畴，所
以纠纷不断。

学生们在假期打工时，
有必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实
习协议，明确责权利。

另外，自2011年3月1日
起，烟台市提高了最低工资
标准。其中，芝罘区、莱山
区、福山区、牟平区、开发

区、高新区、莱州市、龙口
市、招远市、蓬莱市最低工
资标准为每月1100元，最低
小时工资标准为11 . 5元。莱
阳市、栖霞市、海阳市、长岛
县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950

元，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9 . 8

元。
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

行最低工资规定，如果用人
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劳
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投诉。

格相关链接

买柚子首先要掂量。一
般说来，好柚子的“身材”都
比较匀称，外形小、体重大的
柚子所含的水分较多。如果
个体大而分量轻，有可能是
皮厚肉少，味道就不好了。

其次，还可以通过观察
来判断柚子的成熟度。若柚

子表皮光滑细洁，表面细胞
呈半透明状态，颜色为金色
或橙黄色的，说明是成熟度
较高的柚子。

还可以抓起柚子，拿手
指用力按压。不易按压下去
的，说明果肉紧实，水分足、
甜度高。

格教您一招

买柚子有技巧

今
年柚子价
格实惠，
市民购买
踊跃。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选礼物

印上“恭喜发财”四个字，普通苹果也会身价大增。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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