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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记
者 王梦)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
的意见发布后，烟台国税系
统有关人员对这个意见作了
解读。

烟台市国家税务局货
物和劳务税科的王科长告
诉记者，由于国办的意见刚
刚发布，现在烟台还没收到
落实细则。自从免除农业税
之后，目前从蔬菜的种植、

贩运到农贸市场零售，除了
各环节的收费之外都是免
税的。因此，此次要免征的
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主要
对象其实是超市及从事蔬
菜批发零售业务的公司。这

个办法可以减轻商家税收
负担，切实让惠于民，稳定
蔬菜市场价格。

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
目前我国针对蔬菜流通环
节 征 收 的 增 值 税 税 率 是

13%，假设某公司以2毛钱一
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白菜，
收购 1 0吨，然后再以 4毛钱
一斤的价格出售，那么应缴
纳的增值税为 5 2 0元。而对
市民来说，以一棵白菜重 8

斤来计算，这棵白菜包含着
大约2毛钱的税。如此算来，
免税确实能为商家减轻很
大一笔税收负担，老百姓也
有望享受到免税带来的实
惠。

蔬菜免税，这次超市最开心
国办意见减轻商家税收负担，市民也受益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孙芳芳 ) 岁末将至，港

城汽车租赁市场开始升温。
不少在烟台工作和生活的
人都盘算着租辆车开回老
家或出远门旅游，烟台不少
汽车租赁公司车辆已全部

“清空”。有的汽车租赁公司
已提高门槛，规定“只租给
老客户”。

“本来想在年前买辆新
车开回老家，可4S店告诉我
年后才能提车。后来就想到
租车回家，结果又晚了。”老
家在莱州的韩先生因为没
租到车有些懊恼，“没想到
租车的人这么多，连续问了
三四家租车公司，都说已经
订完了。”

“大多数性价比不错的
车型都被预订了，剩下的车
为数不多。”20日，记者从开
发区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了
解到，在所有的车型中，中
档车型最受欢迎。

记者从通源、安达、顺

发等多家汽车租赁公司了
解到，今年租车的价格与去
年相比有所上涨。“就拿伊
兰特来说吧，去年每天220

元，今年每天300元。”一家
汽车租赁公司的王经理告
诉记者，也有租赁公司坚持
不涨价，估计是为了维护老
客户。

即便提了价，今年的汽
车租赁市场依然火爆，不少
公司开始设置一些门槛来
控制客户数量。“一般先看
以前有没有在我们这租过
车，现在车辆有限，只能先
紧着老客户用。”一家汽车
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在租车时间上也
设置了门槛，“以往多是7天
起租，现在是10天或15天。”

尽管租车市场火爆，但
业内人士提醒打算租车的
市民，在租车时一定要理
性，一方面要选择正规的租
车公司，另一方面要签订相
关的合同条款。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
记者 齐金钊 ) 圣诞临
近，素有“购物天堂”之称的
香港迎来一年一度的圣诞
打折季，受此影响，香港购
物游迅速升温。记者从烟台
各大旅行社获悉，目前圣诞
期间香港游的路线已预订
完毕。

“圣诞期间香港游已
经预订完了，现在只能预
订元旦之后的线路了。”
烟台中国旅行社工作人员
孙先生告诉记者，比起纯
玩游，圣诞期间的购物游
在港城更受市民欢迎，定
于24日和28日发团的两档
购物游，目前都已预订完
毕，现在只能订元旦之后
的香港购物游了。

香港是著名的免税港，
商铺聚集且货品便宜，是闻
名世界的“购物天堂”。香港
的圣诞打折季一般在12月
份第一个周就开始启动，在
圣诞期间会达到最大折扣，
一直持续到元旦结束。

中国青年旅行社出境
部的于晓晴告诉记者，每年
的圣诞期间都是香港购物
游走俏的时候，很多市民都
会在这段时间到香港“扫
货”，购买的商品以时装、化
妆品和电子产品为主。

受机票、酒店费用上涨
的影响，圣诞期间赴港旅游
的费用比平时上涨了约三
成，一个月前2200元左右的
香港六日游，圣诞期间的报
价已接近3000元。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孙芳芳) 记者从港城多

家旅行社了解到，目前不少
国家和地区都提供免签入
境许可。市民申请持一国签
证就能游玩多国，免签入境
许可使得过境游深受青睐。

据介绍，韩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香港等都
是过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 办 妥 北 美 任 意 一 国 签
证，经韩国到北美可获得
7 2小时免签入境许可。办
妥美、日、澳、英签证，经
新加坡或日本往来可获得
72小时免签入境许可。”港
城一家大型旅行社的副总
经理卢女士告诉记者，马

来西亚提供所有过境者不
超过5天的完全免费的过
境许可，香港地区也提供
所有过境前往第三国的旅
客7天以内的过境许可。

“办理一张签证，就
能同时逛两个国家，挺划
算的。”市民刘丽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办了去美
国的签证，转机的时候途
经韩国。这样顺便把韩国
逛了，也就省下了单独去
逛的机票钱了。”

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
说，免签入境许可大都时间
比较紧张，市民如果想玩得
尽兴的话，最好提前去使馆
办妥途经国签证。

港城租车市场年底升温

多家公司宣布提高门槛

香港圣诞购物游港城走俏

目前预订满员价格涨三成

办一张签证可以游多国

过境旅游近期大受青睐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李园园 ) 烟台万润20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仅
涨0 . 4%，险些破发。

20日，烟台万润(002643)

在深交所上市，发行价为25

元。其前五大股东分别为山
东中节能发展公司、鲁银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市供销合作社、山东鲁银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和全国社
保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刚
一上市，烟台万润一度拉升
到27 . 8元，随后开始走弱。
全天换手率达70 . 08%，收于
25 .1元，涨幅仅0 .4%。

银河证券烟台营业
部理财经理王磊说，发行
首日该股表现不太理想，
但烟台万润作为液晶屏
上游原材料生产公司，客
户集中，收益相对稳定。

据了解，烟台万润主
要经营业务为液晶材料，

营业范围还涉及医药中
间体、光电化学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等。

当日，沪深股市低开
高走，一度冲高至2240点
一线。但最终走势疲软，
回落至2216点一线，小幅
收跌。

沪深股市冲高回落一日游
烟台万润上市首日险破发

抢收扇贝
20日，莱州湾虎头崖新港，虎头崖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帮助扇贝

养殖户抢收扇贝。这几天已经逼近莱州湾的结冰期，据国家海洋局山东
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预报，今年莱州湾海域海冰冰级可能达到3 . 5

级，冰情超过往年。莱州边防大队根据往年莱州湾结冰应对应验，派出
大批干部、战士深入海岛、养殖区，帮助渔民抢收扇贝。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李利为 摄

传统贺卡今年不再“吃香”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

记者 齐金钊 ) 随着圣
诞、元旦双节的临近，上街
挑选过节礼物的市民多了
起来。与节前各种礼物热
卖的情形相比，今年的贺
卡市场却显得非常冷清。

20日，记者走访市区
的贺卡市场，发现曾经备
受追捧的贺卡如今已是

“风光不再”。“今年买贺卡

的人明显少了。”在三站批
发市场经营节日礼物的邹
女士说，节前这段时间是
自己生意最好的时候，现
在店内的各种商品销售都
很火爆，只有贺卡少人问
津。

记者随后连续走访
十几家经营节日礼物的
店铺，发现有贺卡在售的
只有5家，而且种类也显

得非常单调。“ 1 . 5 元一
张，都是去年剩下的，多
买的话还可以便宜点。”
在一家店铺里，店主称现
在传统贺卡几乎没什么
市场了，由于销量太低，
他今年就没再进新货。一
些仍在经营贺卡的店主
则表示，由于贺卡生意不
好做，今年市面上出现的
贺卡种类比去年几乎少

了近一半。
“个人来买的非常少，

多是一些企业来批发。”在
三站市场经营贺卡批发多
年的吴女士介绍，随着手
机电脑的普及，许多人开
始用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
取代以往的传统贺卡，现
在除了有公司还会订购一
些贺卡赠送客户外，个人
购买贺卡的情况很少了。

年关将至，糖果身价看涨
巧克力类糖果今年涨幅最大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
记者 尹海涛 ) 随着龙
年脚步越来越近，港城市
民开始置办年货，糖果也
迎来销售高峰。记者从三
站糖果批发市场了解到，
糖果价格较去年涨了不
少。

20日上午，记者来到
三站糖果批发市场，前来
购买糖果的市民比往常多

了不少。“提前准备，省得
到时候涨价。”吴女士说，
她发现今年糖果比去年涨
了。

据糖果销售商张老板
介绍，总体来说，今年糖果
低档次的每斤涨了3-4元，
高档次的涨得更离谱，徐
福记、金丝猴、德芙等品
牌，平均每斤涨了6-7元。
散装的德芙巧克力涨了十

多块钱，批发价已突破每
斤60元。

糖果批发商辛大姐告
诉记者，今年白糖类和食
用油等原材料的涨价，带
动了糖果价格的上涨。目
前随着春节的逼近，市民
开始置办年货，糖果销售
将进入高峰，价格自然会
有所上涨。

记者从烟台市区多

家超市和专卖店看到，
目前散装糖果的价位多
在每斤 1 5 元以上，巧克
力类的糖果在三四十元
之间。一些有精美包装
的高档礼盒糖果，动辄
就1 0 0多元。南大街一家
散装食品销售店的马经
理说，他店里一斤四五
十元的糖果已经属于普
通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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