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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影院院涨涨价价，，闪闪了了不不知知情情会会员员
CGV影城涨价而人气未明显下降，烟台影院多已实行差异化经营

春节买车

分期贷款占主导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年底迎来购车旺季，据了解，现在
烟台的车贷业务基本被信用卡分
期方式占领，在一些大型银行中，
卡分期车贷业务占比达80%以上。

“现在车贷业务80%以上都是
信用卡分期这一块，还有不断扩大
的趋势。”中国银行烟台分行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春节期间的购车
旺季中，除了少部分大额、长期的
车贷业务外，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信
用卡分期付款的方式。

以建设银行烟台分行为代表
的几家银行，信用卡分期贷款基本
替代了传统的车贷，业务占比几近
全部。“去年年初搞了一些信用卡
分期的优惠活动，比如说一些车型
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没有手续费，
没有利息，今年预计还会搞一些这
样的活动，增加卡分期的使用范
围。”建设银行烟台分行的工作人
员说。据了解，现在的信用卡分期
还扩展到装修房屋，以及其他的大
额业务。

据了解，虽然各家银行都有把
信用卡分期消费渠道的扩展当作
未来一段时间内业务拓展的重点，
但是只会向20万元以下的中型项
目额度上努力，像房贷这种大额贷
款，还要依赖于传统商业贷款或者
公积金贷款的方式，信用卡分期付
款并不靠谱。

消费

银行网上跨行转账

春节三天“休假”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近日，央行发布了2014年支付清算
系统运行维护安排的通知，明确
2014年春节期间安排支付清算系
统停运1次。届时，小额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和全国支
票影像交换系统将暂停运行，但
ATM不受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在通知中称，为
做好支付清算系统和参与机构前
置机的运行维护，2014年支付清算
系统共安排维护窗口开启13次，分
别为1月18日、2月15日、2月22日、3

月22日、4月26日、5月24日、6月28

日、7月26日、8月23日、9月20日、10

月25日、11月22日、12月13日。一般
是从00：00开始，08：00前结束。维
护窗口开启期间，小额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和全国支
票影像交换系统暂停受理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春节期
间安排支付清算系统停运1次，具
体时间为：1月30日16：00至2月2日
18：30，暂停运行小额支付系统、网
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和全国支票
影像交换系统；1月30日20：00至2

月2日20：00暂停运行电子商业汇
票系统。

春节三天期间，银行将不受理
网上支付跨行转账业务，单位或者
个人可通过商业银行的自助服务
终端、银行卡支付渠道以及柜台业
务等方式办理跨行转账。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冬 ) 近
日，莱州220千伏岳里智能变电站
成功投运，进一步增强了烟台电网
结构，提高了电网自动化水平，提
升了莱州地区供电能力和供电可
靠性，为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提供了强劲动力。

莱州200千伏岳里

智能变电站投运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元旦后，CGV烟台海港路影城对观影价格进行调整，将普通厅普通会员观影价格由30元
/张调整到35元/张，VIP会员观影价格由25元/张调整到30元/张，这让部分余额不多的不知
情会员措手不及。然而，提价举动并未挡住CGV的客源。记者采访了解到，港城影院多已开
始实行差异化经营，不同层次的影院都有不同的客户群体，而电影消费市场的激烈竞争，也
加剧了港城电影市场的快速洗牌。

拿着卡看电影

一查余额不足

李先生是CGV烟台海港路
影城的VIP会员，在CGV影城刚
开业时，他的VIP会员卡观影每
张票20元，到了2013年7月，拿
VIP卡看电影，每张票变成了25

元。元旦过后，李先生拿着剩余
29元的卡去CGV影城看电影，买
票时却被告知，VIP会员观影价
格已经涨到了30元/张，李先生
卡内余额不足，“别的影院都在
双节期间搞活动，CGV却突然
涨价了？”

和李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
有同是CGV影城VIP会员的刘
女士，“30元一张的票价只是1月
份期间的，也就是1月份之后说
不定还涨价，有点接受不了了。”

在CGV影城涨价的同时，
其他多家影城却在1月份期间
举行各种活动。在银座新开的
鲁信影城二店，会员在 1月期
间观影 (1号厅和3号厅除外 )只
需10元。新世纪影城阳光100店
学生和会员刷卡购票每张 1 9

元，非会员全天半价优惠，钻
石卡会员一次性充值300元可
赠 2D影票 2张，会员卡积分可
换电影票。世茂影城 1月 3 1日
之前99元可办钻石会员卡，享
受每张票20或25元。

涨价难挡人气，客户流失不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涨价并
未挡住CGV的客源。市民葛
女士说，1日晚她和朋友在
CGV影城观影时，大厅里的
人仍然爆满，买票还需要排
队。

6日、7日连续两天，记者
在上午和中午时段观察芝罘
区的几家影城，发现人数并不
多，而CGV影城内的大厅和
VIP休息室却有不少人，多数
人表示，他们是趁着人少的时

候来看电影的。
烟台CGV影城市场部

经理李先生表示，此次调价
是全国性的，各地的CGV影
城都调整了价格。但价格调整
的同时，影城也推出了新的会
员活动。如1月1日至1月31日
期间有会员购票满2张获赠刮
刮卡一张，现场刮奖，现场兑
奖。此外还推出“暖冬CGV”
主题的套票，98元可购买2张
影票和1份双人热饮套餐(情

侣厅除外)。开车来观影的会
员，只要购票满2张，就可凭
票 免 费 领 取 4 小 时 的 停 车
券。“停车费都是由我们向
振华商场购买的，是给会员
的福利。”李先生说，按照 1

月的票价政策，VIP会员在
非周末观影只能享受四折
优惠，按照目前80元每张的
正常票价，需要32元，90元的
影票就更贵了，因此会员目
前享受的仍然是特价。

借势商圈，差异化经营成主流

记者采访了解到，港城不
少影院都在城市综合体内，商
圈效应为影院拉了不少客源。

“约会时在商场里吃完饭去看
个电影，如果等待的时间太
长，还可以去KTV待一会。”
市民小陈说，天气寒冷或炎热
时，振华商厦和银座商城提供
的一站式消费，很适合年轻人
的口味。除了CGV、鲁信、新
世纪、世茂等影城之外，即将
开业的幸福蓝海和万达影城，
也是采用这种购物、餐饮、娱
乐等为一体的消费模式。

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
港城的影院也越开越多。鲁
信影城在银座商城新开了
二店，CGV影城也打算在开
发区再开分店，幸福蓝海和
万达影城，今年也会开业。
影城扎堆，会不会对目前的
电影市场格局造成冲击？对
此 ，C G V 影 城 的 李 先 生 表
示，影城的定位主要是高端
客户群体，和其他影城定位
不 同 ，不 担 心 接 下 来 的 竞
争。鲁信影城宣传方面负责
人王胜麟认为，鲁信有自己

的优势，设备上引入了最先
进的4K和全景声，主要客户
是工薪阶层，差异化的经营
面对竞争不会出现客户明
显流失的现象。

有市民担忧，在大影城扩
张的同时，一些设备和环境跟
不上的老影院会消失，电影市
场会被星级影城垄断，票价也
可能被肆意抬高。王胜麟表
示，有序竞争会使得影城对自
身进行改进和升级，且在竞争
之初免不了价格战，得实惠的
是市民。

烟台市第二届糖友联欢会将在解放军第107医院举办

糖糖尿尿病病人人免免费费享享338800元元的的查查体体套套餐餐
本报讯(通讯员 建军)

记者近日从解放军107医院获
悉，为了防控糖尿病，轻松过春
节，主题为“军民共建迎新春”
的烟台市第二届糖友联欢会将
于1月11日在该院举行。

据主办单位解放军107医
院的内分泌科主任王思明介
绍，进入冬季天气寒冷，人们
的户外活动减少，身体抵抗
力下降，稍有感冒极易诱发
脑血栓、心梗等并发症，加上
临近春节假期，饮食上都是

大鱼大肉等高热量食物，控
制不好就容易升高血糖。举
办这样的糖友会，就是为了
给烟台的糖友提供一个相互
交流和探讨的机会，由专家
面对面讲解冬季糖尿病的防
控知识，并免费赠送市民价
值380元的查体套餐。

据王主任介绍，今年是烟
台市第二届糖友会，去年已经
成功举办过一届，为了搞好此
次活动，军民共建喜迎新春，用
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医院专门

提供了包括甲状腺彩超，乳腺
彩超、甘油三脂、高密度脂蛋
白、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
血糖测定等总价值380元的免
费查体项目。

活动将于1月11日上午8

点半在该院学术厅举行，届
时许多糖友和家属将献上自
编自演的歌舞节目，期间还
会穿插小游戏，赠送精美礼
品，糖友们之间一起畅谈交
流，增进情感，用积极的心态
迎接新春。糖尿病人凭借本

人的病例诊断本(病例诊断医
院不限 )，可在当天活动开始
前免费领取门票和查体单。
查体套餐总共200个名额，仅
限糖尿病人。

近年来，107医院内分泌科
打造一体化管理体系，为糖尿
病人在家庭和医院之间建立
了 2 4小时服务桥梁，由医疗
专家24小时全方位对糖尿病
人进行指导和帮助，使近百
名病人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救
治，转危为安。

7日，市
民在等待入
场看电影。据
悉，CGV影城
涨价后，来看
电影的市民
并没有减少
很多。 本报
记者 苑菲
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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