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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东风本田

“鲁东媒体试驾会”圆满落幕
本报4月27日讯 (见

习记者 宿珊珊) 25日，
以挑战新“环”“节”为主题
的东风本田鲁东媒体试驾
会在青岛盛大开演，目前
圆满落幕。现场安排了不
同路段、多种测试，让大家
零距离体验了东风本田车
型的环保和节油性能。

据了解，东本CR-V、新
思域、思铂睿、新轩逸等都
参加了此次试驾体验活动。

比赛最后，举办方为四项比
赛统计得分最高的三组以
及节油大赛油耗最低的两
名试驾者进行了奖励。

记者从烟台东风本田
超越店获悉，目前思域优
惠3000元现金加5000元礼
包，思铂睿优惠30000元现
金加10000元礼包。趁着“五
一”空闲，感兴趣的朋友不
妨到店亲身体验车型的卓
越操控性。

5 . 68万元，菱智1 . 6L元开回家
本报4月27日讯 (通

讯员 宋杰) 27日，记者
从烟台大渝菱智4S店获悉，
菱智1 . 6L起售价为5 . 68万
元，主力车型售价在6万-8

万元。
据市场部工作人员介

绍，此款专为一些个体老
板及私营业主量身打造，
能够帮他们实现载人、拉
货、家用等多重用车需求。

菱智1 .6L在发动机舱
设计了三重防撞溃缩区，

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驾乘人
员的安全，加上高强度车
身骨架、侧身高强度防撞
钢梁等强化设计，配合ABS
+EBD、安全气囊、EL。此外，
菱智1 .6L的离地间隙达到
了190mm，最大爬坡度也超
过了30°，并能够在20°以
上的坡度上驻车，这样的
表现已经达到了SUV车型
的水准，能够使车主轻松
应对各R预警式安全带等
安全装置。

福山美迎美家明天开门迎客
本报4月27日讯 美

迎美家家居广场将于4月29

日盛大开业，开业期间，豪
奖不断，奔驰、彩电、冰箱等
您来拿。

作为福山区、开发区
综合面积最大的家居经营
卖场，美迎美家家居广场
拥有5万平方米的综合面
积，共有上下5层。

美迎美家家居广场是
目前烟台福山区最大、最

全、最具综合性的时尚家
居购物广场，商场环境设
计完全按照现代商场规
划，内设多部电梯货梯、
中央空调，广场全面推出

“绿色环保、先行赔付、差
价返还、七天无理由退换
货、24小时投诉答复、免
费送货”6项特色服务承
诺。完善的物业服务更方
便于民，舒适于民，快捷服
务于民。

烟台公布2011年服务业发展基本情况分析———

房产中介人员
去年有6 . 3%不干了

本报4月27日讯 (通讯
员 王美露 记者 秦雪
丽 ) 近日，国家统计局烟
台调查队公布2011年烟台
服务业发展基本情况分析，
抽样的327家企业平均从业
人数增长了0 . 78%，基本与
上年人数持平。其中有些企
业的从业人数出现了下降，
较为明显的是房产中介：抽
样的房产中介从业人数下
降6 . 3%。

数据显示：2011年，抽样

的327家企业平均从业人数
仅增长了 0 . 6 人，增长了
0 . 78%，基本与上年人数持
平。

服务行业总体从业人
员没有增长，多数行业的从
业人员和上年相比变化不
大。只有软件行业和物业管
理行业样本企业的平均从
业人员增长超过了5%，从业
人数增长的企业仅占到了
327家企业的30 .3%，不到1/3。

技术推广和农业合作

行业、商业服务行业、房地
产中介、计算机服务和货运
行业这5个行业的平均从业
人数与上年相比出现了下
降。其中房产中介从业人数
下降6 . 3%，较为明显。据业内
人士分析，下降的原因与国
家楼市调控政策影响下，房
产市场不景气有很大关系。

据国家统计局烟台调
查队工作人员介绍，虽然企
业平均从业人数几乎没有
增长，但工资报酬增长明

显 ，人 均 月 工 资 增 长 了
10 . 4%，达到了2332元。

尽管人均月工资呈上
涨趋势，但在327家样本企
业中，有47 . 1%的企业利润
率低于10%，24 . 8%的企业利
润率低于5%，更有9 . 2%的
企业是亏损的，利润为负。
装卸搬运运输行业、仓储
业、计算机服务业、修理清
洁业、娱乐业和一些其他服
务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低
于10%，盈利能力有限。

进公务员面试的，可别忘了复审
本报4月2 7日讯 (通

讯员 丁一平 王怀远
记者 李大鹏 ) 2 6

日，2 0 1 2年度山东省公
务 员 考 试 笔 试 成 绩 公
布，芝罘区共有 8 7名考
生入围面试资格审查范
围。入围名单已在芝罘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网予以公布。5月4日、
5日芝罘区将对入围面
试资格审查范围的考生
进行资格复审。

芝罘区资格复审为5

月4日、5日(周五、周六)，
请广大考生尽早参加复
审，以便在复审时出现证
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情况

后，考生能有比较充裕的
时间予以更正。

其他事项，如有疑
问，可咨询芝罘区公务员
招考办公室，咨询电话：
0535-6226889。复审地点：
芝罘区华茂街30号(烟台
人才市场芝罘分市场北
楼5楼)。

快参加，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啦
本报4月2 7日讯 (通

讯员 张国栋 记者
柳斌 ) 烟台市第二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28

日上午在开发区国奥天
地2楼举行，首先开始的
乒乓球比赛同时开赛。
第二届全民建设运动会

历 时 6 个 月 ，共 1 8 个 项
目，其中7个项目市民可
报名参加。

第二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竞赛时间为4月至9

月，分为拔河、国际象棋、
中国象棋、围棋、健美、健
美操、龙舟、门球、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台
球、体育舞蹈、跳绳、健身
气功、桥牌、够级共18项。
其中健美、拔河、网球、健
美操、跳绳、风筝、桥牌和
够级7项目可由个人、俱
乐部或企业事业单位组
队参赛。

格民生速递

城管集中整治，铁路两侧敞亮了
本报4月27日讯(通讯

员 王宗军 记者 苗华
茂) 芝罘区城市管理局

“大干100天集中整治环境
迎亚沙”活动已进入攻坚
阶段。26日，芝罘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大队只楚中队
对辖区内6 .9公里铁路沿线

两侧的市容环境开展了集
中清理整治。

在前期徒步排查梳
理的基础上，在铁路公
安、区工商部门的配合协
助下，清理废品收购点2

个，处理废品约8吨，保洁
环境面积300余平方米，

拆除围挡、围墙67米，拆
除违法设施、棚厦32平方
米，并依法对近200平方
米的两处违法设施进入
一般执法程序，改善和提
升了铁路沿线红旗西路、
港城西大街等主要道路
周边的市容环境。

科普也“3D”

26日，烟台市青少年宫“科普进校
园”活动来到位于幸福十六村的打工
子女小学——— 新胜小学，为孩子们开
展妙趣横生的科普体验活动。当日，
新胜小学480人参观了“恐龙世界”和

“海洋生物”3D科普展板。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潘鲁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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