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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张张祝祝福福卡卡，，苹苹果果祝祝福福齐齐送送达达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益活动继续，本报特地制作“爱心苹果祝福卡”

订购爱心苹果
三种方式可选

如果你也想在吃上正宗、实惠的
烟台苹果的同时，为贫困地区的孩子
们献上一份爱心，那就赶紧加入到我
们的行列中来吧！

此次活动推出的“爱心苹果”全
部来自烟台苹果最正宗的产地———
栖霞市蛇窝泊镇，选用80级别(直径
80mm)及以上优质红富士，产地直
供，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活动全
程由栖霞市人民政府把关，保证了苹
果的高品质。

市民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预订：
订购电话：
6879078、15668099162

网店：
http://shop106287839 .taobao.com/

上门订购地址：
润利大厦 (芝罘区环山路3号 )

1603室

今年中秋宴
不是很吃香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代曼)

距离中秋节还有几天时间，与往年餐
饮商家紧抓“团圆”卖点热炒中秋宴
不同，今年中秋节烟台各星级酒店显
得很淡定。15日，记者走访市区几家
星级酒店发现，中秋节期间的包厢都
很宽裕，大部分酒店也没有在“团圆
宴”上多做文章。

“中秋节和平时差不多，没有
什么优惠，也没有什么特色菜品。”
东方海天大酒店工作人员张蕊红
说。同样，大部分四星、五星级酒店
也没有制定中秋宴的营销方案。华
美达广场大酒店营销经理宋晓琳
介绍，酒店暂时还没推出中秋包厢
的计划。

部分接受中秋宴预订的酒楼
也没有把中秋宴作为营销重点，

“预计中秋市场不会很大，我们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百纳瑞汀
营销经理钟涛说，酒店不会刻意包
装中秋宴。“现在包厢不再设最低
消费了，人均消费标准要比去年便
宜50元，但目前预订的还是很少。”
中心大酒店餐饮中心执行副总经
理王咸林说，商家没有重点推中秋
宴的主要原因是，市民对此不是很
感兴趣，“前几年中秋节的前一周，
预订的就很多了，今年市场要迟钝
很多。”王咸林认为，除了受假期部
分市民选择旅游过节影响外，中秋
宴遇冷的主要原因还是市民消费
观念的转变，“前两年在酒店举行
家宴成了潮流，但今年很多家庭不再
选择在高档酒店消费了。”

许多市民认为，中秋节在家里
过才有团圆的味道。“在家里吃省
钱也不浪费。”市民赵先生说，他们
家族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在家里吃团
圆饭。

本报9月15日讯 (记者 齐
金钊 )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紧密
筹备，13日，第二届立健杯迎中
秋文艺汇演、电视进社区活动
在市区文化广场上演，歌曲、舞
蹈、戏曲、魔术等多种精彩节目
在晚会上轮番上演，受到社区居
民一致好评。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幸福
社区，康乐人家”，由烟台市老
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山东立健
医药城连锁有限公司承办。晚
会上，才艺出众的演员们依次
给大家带来了健身操《盛世欢
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棍术《真假美猴王》以及吕

剧《策马扬鞭离长安》等脍炙人
口的节目，吸引了众多社区居
民观看，活跃了大家的夜间休
闲氛围。“节目很棒，而且大家
热热闹闹凑一起高兴极了。”家
住华茂街的市民刘先生说。

作 为 本 次 活 动 的 承 办 单
位，立健医药城在快速、稳步发

展的同时，时刻不忘回报社会，
除了连续两年举办文艺节目下
社区活动外，还在药监部门的
引领下率先启动了“过期药品
换购”行动，累计投入2500余万
元。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捐
款捐药百万余元。同时积极参
加关爱聋哑儿童、照顾孤寡老

人、支援SOS儿童村等社会公益
活动。先后被有关部门授予“烟
台 永 不 过 期 药 店 ”、“ 诚 信 药
店 ”、“ 市 级 守 合 同 重 信 用 企
业”、“慈善总会理事单位”、“消
费者最信赖企业”、山东省第七
届第八届“消费者满意单位”等
荣誉称号。

文文艺艺汇汇演演进进社社区区，，乐乐坏坏了了老老街街坊坊
“第二届立健杯中秋文艺汇演”受到社区居民一致好评

本报9月15日讯 (记者
孙芳芳 ) 不用费心去市场挑
选，不用跑腿找快递配送，只
要一个订购电话，就可以让外
地的亲朋好友在一上市的时
候就吃上新鲜的红富士……
齐鲁晚报与栖霞市人民政府
联手推出的“栖霞苹果红齐
鲁”爱心公益活动，自启动以
来受到众多市民追捧。为让市
民更好地表达心意，我们特地
制作了祝福卡，市民在订购苹
果时，可以留下给收货人的祝
福语。苹果上市时，我们会将
苹果和您的祝福一起送达。

“新鲜红富士什么时候能
上市啊？我想寄几箱给北京的

外甥女尝一尝。”家住金都广
场的宋老太太今年70多岁，每
年都要给北京的外甥女寄几
箱烟台苹果尝尝鲜。可是老两
口岁数渐渐大了，亲自去市场
上挑苹果，再装箱发快递，有
点吃不消。“今年想给外甥女
再寄个四五箱，这个活动正好
省了我们老两口的事儿，一个
订购电话就搞定了。”

“红富士什么时候上市，
怎么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卖的
了，不能早点提货吗？”订购
过程中，不少心急的读者开始
催着早送苹果。本报在此提醒
广大读者，目前市场上出售的
大都是早熟的嘎啦、红将军等
品种以及去年冷库存放的红
富士，本次活动提供的爱心苹
果全部是新鲜的红富士，大概
在10月初才能下树，想要尝鲜
的市民请耐心等候。

为让市民更好地表达心
意，本报特设计推出“爱心苹果

祝福卡”。市民在订购爱心苹果
时，可同时填写祝福语，在新鲜
红富士上市时，我们会在第一
时间将爱心苹果和祝福语一起
送达。

此次苹果销售活动还承
载着一个重要的主题———“爱

心”，市民每购买一箱苹果，
我们就以您的名义给贫困地
区的儿童捐出一元爱心基金。

“不光能吃到媒体和政府双重
把关的爱心苹果，还能献出一
份爱心。”不少市民说，这苹
果买得太值了。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姗姗
见习记者 田甜

“你们单位今年中秋发什
么？”随着中秋临近，这个问题
最近在亲朋好友的问候中逐
渐多了起来，中秋福利成了最
近的热点话题。连日来，本报
记者调查各行各业发现，员工
最想要的福利是现金，最不喜
欢的福利则是月饼。

这个中秋节，各行各业的福
利情况是怎样的呢？有的行业福
利“缩水”了。在芝罘区做海产品
销售工作的王女士说，去年公司
发了一盒月饼，还有几百元过节
费。今年公司接到的订单很少，
员工的福利也缩水了，只发了一
盒月饼。烟台一家4S店的销售人
员张先生介绍，去年的中秋福利
是每人500元购物卡，今年则是
发了400元左右的礼品。

有的行业福利不多。在龙口
一家连锁超市工作的周女士介
绍，今年中秋，公司给每位员工
的基本福利是自家超市的200元
购物卡。在金沟寨一带工作的一

位环卫工人说，去年中秋节单位
发了100元过节费，没有发任何
礼品。“今年发什么还不知道，也
很担心不发。”

有的行业福利好得让人羡
慕。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张女士介
绍，今年的中秋福利是2000元现
金和500元礼品。在烟台一家通
信公司工作的张女士说，今年公
司的中秋福利不错，不仅可以享
受3天假期，还有1000元过节费。

在各种各样的中秋福利中，
大家喜欢什么？多数受访者说，
最希望单位发现金。在芝罘区南
大街一家银行做业务代表的曲
先生说，今年单位的中秋福利是
两盒月饼，“同样价值的东西，还
是希望单位发现金，而不是礼
盒。发现金的话，自己喜欢什
么就可以买什么，而发礼品就
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阳光100大厦一家广告公司的
销售人员王先生说，每年中秋
公司都会发月饼，“太俗了。”
记者问王先生最想要什么中
秋福利，王先生笑着说：“应该
发点更俗的，比如现金。”

中秋福利那些事儿

现现金金最最受受欢欢迎迎，，月月饼饼最最不不受受待待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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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些些企企业业发发福福利利

走走个个性性路路线线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姗姗
见习记者 田甜

发了两只活鸡

不知咋处理

“大中秋的，发俩这个我
怎么办呢？我是当宠物养着，
还是亲手弄死啊？”近日，烟台
网友“少年汉尼拔”发帖晒单
位的中秋福利，竟然是两只活
鸡，“领福利的时候，办公室里
各种鸡飞狗跳，各种姑娘尖
叫，这究竟是要闹哪样啊？”

有网友评论道：“你们领
导太有才了！”还有网友说：

“有东西发就不错了，知足
吧！”

“你们单位今年中秋发什
么？”随着中秋临近，这个问题
最近在亲朋好友的问候中逐
渐多了起来。除了中秋福利的
数量、质量成为热议的话题
外，一些不一样的福利发放方
式也成为企业激励员工的一
种方法，得到了员工的赞许。

月饼和干果

寄回员工家中

烟台一家中医馆今年的
中秋福利是一盒欧美香月饼
和一盒干果。从福利本身来

讲，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中医
馆的老板独具匠心，将中秋福
利寄回了员工家中。

中医馆工作人员介绍，这
种做法比直接将月饼发到员
工手中更让人觉得温暖，老板
的意思是让员工家人放心。

十几种福利

员工可自选

应届毕业生小袁在烟
台一家网络公司做程序员，
今年他和同事们领到的中
秋福利很有“自主选择权”。
原来，今年中秋节，这家公
司为员工准备了一叠小卡
片，这些卡片制作精美，卡
片上印有各种不同的礼品
兑换序列号，包括月饼、面
包、浴巾组合、健身器材组
合 、桌 上 足 球 玩 具 等 十 几
种，员工可以自主选择其中
一样兑换实物作为自己的
中秋福利。

这是小袁人生第一次领
到中秋福利，让他没想到的
是，中秋福利的发放形式这么
令人惊喜。

小袁说，这些礼品的市场
价并不高，最贵的可能就100

多块钱。大部分同事选择了简
易健身器材组合，月饼是最不
受待见的礼品。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认为，
福利本身也是劳动成果再分
配的一种形式，但中秋福利
一般都没有体现按贡献不同
分配和按需求不同分配的原
则。

王全杰以烟台特色海产
品为例：“烟台地区很多单位

喜欢把一些海产品当做福利
发放，但并没有考虑很多刚
毕业的单身员工的实际情
况，他们一般不会在家做饭，
这些鱼虾蟹是否会被浪费
掉？”这种不按需分配的福利
发放形式可能会导致浪费，
希望单位在给员工发放福利
的时候可以更人性化一点。

中秋福利不妨按需分配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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