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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树圣诞铃铛做工粗糙

圣诞饰品不乏“三无”产品

景逸LV，时尚家轿新标杆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
员 宋杰 记者 卜宪超)

景逸LV时尚动感的外观
洋溢着青春活力，可谓时尚
家轿的“代言车”。15日，记
者来到机场路的万达4S店
一探究竟。

一进展厅，记者就看到
景逸LV神似海豚外型仿生
设计的整体外观，配以弯刀
型熏黑鹰眼大灯，进气格栅
以天使翼展方式呈现，整体
感觉酷而时尚，吸引了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

销售人员对记者介绍
说：“景逸LV拥有纯正的德
系血统，著名的爱达克为景
逸LV量身定做了3H车身
结构，为高刚度、封闭式承
载式车身，能够有效保障安
全。为保证侧面碰撞安全，
景逸的B柱在3H车身的基

础上，由多达四层的钢板焊
接而成，具有良好的抗碰撞
强度。同时，双安全气囊、四
轮碟刹、ABS+EBD等保障
系统等装备，也提供了全面
的安全保障。”

作为一款时尚家轿的
经典车型，景逸LV不仅有
其表，在实用性上更有多重
优势。以性价比最高的景逸
1 . 5LV为例，该车搭载的是
三菱4A91发动机，应用了
MIVEC可变气门正时技
术，最大功率为88KW，最
大扭矩为143N?m，在功率
输出上甚至超过了当前一
些1 . 8L排量的发动机；但百
公里综合油耗只有6 . 8升。

业内人士认为，80后的
年轻消费者正逐步成为汽
车消费的主力军，对于他们
来说，汽车的漂亮外观和实
用性缺一不可，以景逸LV

为代表的新一代时尚家轿
兼有时尚元素和实用性能，
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欢迎
莅临机场路198号烟台万达
4S店赏车试驾。

饲料企业纷纷改用小麦作主料
玉米价格上涨，牲畜开始与人抢粮吃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娜) 由于玉米价格跑过了
小麦价格，众多以玉米为主
要原材料的饲料企业，不得
不调整配料，改用小麦作为
主打原料。

“9月份的时候，玉米的
收购价是2600元/吨，而同期
小麦的收购价是2300元/吨。
每吨差价300元，这在之前是

很少见的。”烟台开发区神农
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勇
说，在两者价格悬殊最大的
时候，每吨的差价一度达到
350元。目前玉米的价格虽然
有所下跌，每吨售价为2200

元，但小麦也降价了，玉米现
在比小麦仍贵了150元/吨。

据了解，从去年到现在，
玉米的收购价格就没有低于

过1元/斤。张志勇说，猪饲料
的原材料中，玉米用量占的
比例在60%，剩下的有小麦、
豆饼、麦麸、微量元素等。“不
管干哪行，都得算成本，玉米
比小麦贵这么多，不得不考
虑减少玉米的比重，用小麦
来代替了。”张志勇说，用小
麦代替玉米是众多饲料企业
的无奈之举。

据一家大型饲料企业的
配料员介绍，目前全行业基
本上都已经用小麦取代玉米
作为最主要的原料了，小麦
所占比例高达50%-60%，而玉
米的含量已降为20%-30%。

小麦代替玉米会不会改
变饲料原有的能量呢？“饲料
中含有的蛋白质，可以通过
添加油脂等其他元素调节，

饲料所要求达到的营养比例
和以前没有变化。”这位配料
员说，小麦的霉菌毒素比玉
米少，也是饲料企业愿意改
用小麦的另一个原因。

据了解，玉米价格高高
在上，主要是因为市场上玉
米供给不足造成的。“在工业
上很少有利用小麦做原料
的，相反，玉米在工业用料上

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玉米的需求多了，价格自然
上去了，农民看到价格上涨
就会惜售，造成市场紧缺。”
张志勇分析说，前些年玉米
主产区陈化粮库存非常大，
当地鼓励发展酒精、淀粉厂，
导致玉米需求快速增加，从
而进一步导致近来玉米供应
偏紧，价格上涨。

“老板鱼”

老板价

15日上午11点，红利市场一加工饺子馅、晾晒干鱼的商户
门前，一条25斤重的“老板鱼”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这条鱼原
来重60斤，经过两天腌制和15天的晾晒，刚刚挂出来销售。据店
主孔师傅介绍，这条“老板鱼”售价在1000元左右，基本上刚加
工好便会被抢购，主顾基本上都是些老板。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

团购投诉量今年比去年翻番
工商部门提醒：节前参加团购需谨慎

本报12月15日讯 (通
讯员 金亮 谭静 记
者 秦雪丽 ) 据烟台市
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
统计，今年1-11月，共受
理团购投诉37起，比去年
的 1 9起团购投诉量增长

约一倍。投诉主要集中在
餐饮、服装等行业。

由于团购网站竞争
加剧，烟台市场已进入

“洗牌期”。据芝罘区工
商部门介绍，今年8月份，
高朋、满座等团购网站陆

续从烟台整体撤离，一家
团购网站已近5个月没有
更新信息，4个团购网站
的客服QQ全部处于离线
状态，网站客服电话也已
不复存在。

在 元 旦 、春 节 将 临

之际，工商部门提醒说，
团购产品的最佳消费时
间是在有效期的一半时
间左右；要选择那些信
誉高、口碑好的团购网
站，节前参加团购更需
谨慎。

芝罘区6000多家网店已纳入工商监管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
员 金亮 谭静 记者
秦雪丽 ) 芝罘工商分局
推出的网络监管平台正在
发挥威力，目前已有6000

多家网店纳入工商监管视
野。

随着网络购物的盛
行，网购成为消费投诉新
热点。据芝罘工商分局市
场科温科长介绍，目前很

多网店都没办理营业执
照，国家目前也并没有强
制性法规。

没在工商部门登记注
册，这样的网店该怎样监
管？如果发生纠纷，是否能
找到现实中的商家？

“只要开网店，经营者
现在必须向其交易平台提
交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
信息。”温科长说，“工商部

门可以从交易平台处联系
到商家，解决过去商家总
是‘躲猫猫’的难题。”

据介绍，近年来烟台
本土网店数量急剧上升，
加之一些团购网站在烟台
纷纷落户，把网店商家的
真实身份信息录入建档，
便成为一件庞大的工程。

目前，工商部门采取
“以网管网”的方式，把企

业个体户的官网或网页纳
入监管网络。“每天我们都
有专业人员在网上搜索监
控。”温科长说，目前他们
已为芝罘区6000多家公司
和个体工商户的官网或网
页建立了档案。今年以来，
芝罘工商分局通过网络监
管平台，已立案查处6起网
店违规经营行为，目前结
案3起。

烟台三家上市公司齐发公告
益生股份、民和股份宣布抱团发展，朗源股份业绩预增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园园) 15日晚间，益

生股份、民和股份、朗源股
份同时发布了公告。益生
股份和民和股份宣布将共
谋发展，浪源股份宣布公
司 今 年 业 绩 预 增 1 0 % -
30%。

15日，都涉及种鸡饲

养、鸡肉销售等业务的烟
台本地股益生股份和民和
股份，共同发布对外投资
公告称：益生股份、六和集
团、民和股份、寿光田汇已
签署《投资协议书》，共同
出资在安徽省萧县设立安
徽益和种禽养殖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其

中益生股份和民和股份都
将现金出资180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60%。

同日，朗源股份也发
布2011年年报业绩预增公
告，公司预计2011年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0%-
30%，每股收益约0 . 23元-
0 . 27元。

15日当天，烟台本地
股紧随大盘集体走弱，除
仍在停牌的ST九发外，近
八成股票下跌。其中，益生
股份跌3 . 71%，民和股份跌
0 . 44%，朗源股份跌5 . 18%。
丽鹏股份跌幅达7 . 31%，是
烟台本土股中跌幅最大
的。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苑菲菲) 随着圣诞的临

近，港城各商家也进入了备
战状态。记者调查发现，市
面上许多圣诞饰品是“三
无”产品，还有不少做工粗
糙。

15日上午，记者在南大
街、观海路等多家商场、路
边商店看到，各商家几乎无
一例外地购进了圣诞饰品，
因为价格更便宜，所以更受
消费者欢迎。

在三站批发市场的一
家店内，各类圣诞树、彩灯、
圣诞屋、铃铛等挂件摆满了
货柜。远远看去很是漂亮，
但仔细一看会发现，不少挂

件的做工都很粗糙。有的金
色魔法棒上色彩已经斑驳，
有的圣诞树上的雪花稍微
一碰就会掉下来，还有的铃
铛、玩偶等做工很不规则。
记者看到，这些圣诞饰品只
是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包
着，上面没有厂名、厂址、电
话及饰品材料等说明，也没
有其他信息。

南大街一家商场销售
圣诞饰品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圣诞饰品中的圣诞彩
灯需要通电，属于3C强制
认证产品，包装上必须有
3C认证标志以及相应的产
品质量证明，买这些东西不
能光贪便宜。

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

烟台批了第一个项目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

员 家傲 荣坤 守英
记者 侯文强) 近日，开
发区一家公司境外股东的
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获得
烟台市外汇管理局批准，
审批时间仅用了两天，成
为烟台市首家获批的跨境
人民币直接投资项目。这
家公司是易泰帝传动技术
有限公司。

据介绍，境外人民币
直接投资项目在以前需要
经过市商务局、省商务厅、
国家商务部三道繁琐手
续，至少需要15天才能办理
完。但根据今年10月份的最
新规定，开发区政务服务

中心投资局窗口在接到企
业申请后，快速与有关部
门沟通，仅用了不到两天
的时间就为企业办理了审
批手续，保证了企业顺利
通过烟台市外汇管理局的
审核。

今年10月份，商务部发
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
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
定，外国投资者可以用合
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依法
来华开展直接投资活动。
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项目
的开展，标志着中国政府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
放开资本项目方面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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