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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烟台CPI
同比上涨1 . 9%

本报1月10日讯 (记者 吴江
涛 通讯员 宫连杰 ) 近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调查数据。2013年12

月份烟台市CPI同比上涨1 . 9%，比
2012年同期1 . 2%的涨幅增加0 . 7个
百分点，比2013年11月涨幅回落了
0 . 8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类价格上
涨3 . 1%，非食品类价格上涨1 . 4%，服
务项目价格上涨3 . 8%，工业品价格
下降0 . 1%，消费品价格上涨1 . 2%。

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12月份
烟台市C P I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2 . 5)0 . 6个百分点，与全省平均水
平(101 . 9)持平，在全省17城市中位
列第7位。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的工
作人员介绍，食品类价格上涨是影
响CPI上涨的首要原因。2013年12

月份食品类3 . 1%的涨幅，拉动CPI

上涨0 . 94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
的49 . 5%，在八大类中对CPI上涨的
影响最大。

此外，居住类价格同比4 . 6%的
涨幅，拉动CPI上涨0 . 88个百分点，
占CPI总涨幅的46 . 3%，是影响CPI

上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由于春节
临近，以及受天气变化等影响，预
计2014年1月份市场物价涨幅会继
续小幅上升。

烟台港公安局
微电影获三等奖

本报1月10日讯 (通讯员 刘
敬善 记者 赵金阳) 7日，由司
法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全
国普法办公室主办的“第十届全国
法制漫画动画微电影大赛”获奖名
单揭晓，烟台港公安局代表交通公
安选送的微电影《今天我下船》获
得三等奖的好成绩。

第十届全国法制动漫暨微电影
大赛于2013年8月启动，共征集到微
电影作品550件，经有关方面专家初
评、复评和定评，最终评出一、二、三
等奖共33个，获奖作品将在2014年举
办的中国(杭州)国际动漫节上展览
(播、映)。该局这部微电影还同时被
土豆网和优酷网等转播，网民点击
近4万次，进一步提升了“全国优秀
公安基层单位”——— 乘务警察支队
这个先进集体的影响力。

烟台市博物馆

有木版年画展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陈莹)
10日，在烟台市博物馆一楼特别展
厅，由烟台市博物馆和青岛市博物
馆合作的《乡间画记-青岛市博物馆
馆藏-山东地区民间木版年画展》开
展，展览将持续至2月20日。

“此次展览共有90多件作品，
有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老年画一
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散落在
民间的清代老版新印等作品。”烟
台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此次的
展览将分成“拜年祈福”、“戏出传
说”、“民生写真”、“共鸟山水”四个
主要部分。据悉，在本次展览中，绝
大多数的年画原印版已经遭到了损
毁和失散，因此，展品尤显珍贵。

多措并举
迎峰度冬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同耀 张军苗 ) 近日，蓬
莱市供电公司成立低温恶劣天气
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值班职守
和抢修人员、抢修车辆和抢修设备
管理，使防御工作考虑充分、覆盖
全面、落实到位。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
静) 本周六和周日两天，本报
2014新春年货会将在阳光100B

座C座连接长廊举办。展会现
场汇集了40多个品牌、500多个
品种的商品，能满足您置办年
货的多种需求。

参会商家对本次年货会
十分看好。10日，记者在阳光
100看到，不少商家早早来到现
场做准备。采访中，一白酒商
家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带去了
十多种不同档次价格的商品，
供市民挑选。

“今年的白酒生意太不好做
了，这次我们把价格调到很低
了，基本上都不赚钱。”该白酒商
家说，往年这个时候是白酒销售
的旺季，今年受大环境的影响，
白酒根本卖不动，为此，他们把
白酒价格压到了最低。

本次年货会，在展会现场
汇集了百姓呼声最高的40多个
品牌，种类包括海鲜类、肉食
类、酒水类、面食类、干鲜果品
等，全场500多个品种的年货商
品可供挑选。爱心苹果也将参
加年货会，需要的市民可以现
场订购。

此外，为了感谢市民对本
报的支持，年货会上，本报还

将推出现场订报赠送读者证
的优惠活动 ,市民可通过读者
证享受更多服务和优惠。现场
办理读者证需持本人身份证
或户口本；带本人一张一寸照
片；凭当天订报收据、发票即
可办理。

订阅全年《齐鲁晚报》，还
有大礼相赠。180元订一年《齐

鲁晚报》，可选择以下任意一
种套餐：再赠阅半年报纸、赠
烟台山泉水票、赠烟台山泉小
瓶水6包(90瓶)、赠全年烟台广
播电视报1份、赠爱心苹果一箱
(85型号10斤装)、赠顺祥鼓形套
装保鲜碗3件套、赠亿星40L整
理箱、赠天竹五件套砧板、赠
南龙单吊带真空保温杯、赠日

美6件套刀。160元订一年《齐鲁
晚报》，可选择以下任意一种
套餐：赠南龙墨缘系列双层玻
璃杯、赠一帆竹碳空气净化
包、赠顺祥9安士大自然健康陶
瓷盖杯、赠天竹高级竹菜板(40
*30*1 . 8厘米)，多种套餐，总有
一 款 适 合 您 ，咨 询 电 话 ：
15563860633。

多条公交
直通年货会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
静 ) 本报举办的2014新春年
货会将于1月11日、12日(本周
六、周日)举行，展会时间是每
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

阳光1 0 0连接B座和C座的长
廊。

阳光100位于振华商厦对
面，周围公交车包括10路、12

路、51路、86路、42路、43路、44

路、49路、80路、9路、18路、28

路、47路、50路、55路、61路、6

路、8路、17路、3路，市民可根据
自己的位置就近选取公交乘
坐。

环保图书义卖

明天9点开始 招招远远1100个个孩孩子子，，心心愿愿全全都都实实现现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曲

彦霖 孙淑玉) 日前，齐鲁晚
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启
动了“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
动，为百名贫困家庭的孩子实
现新年心愿。虽守望在贫困
中，但不少孩子都心系家人，
在说出自己心愿的同时也不
忘孝敬家人。10日上午，本报
集中为招远的10个孩子送去
礼物，拿到好心人送给家人和
自己的礼物，不少孩子都笑
了。

刘昊是招远市辛庄镇镇
鼎完全小学的学生，出生一个
月后，妈妈弃他而去。爸爸常
年在外，平日里，刘昊多和70

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家境困
难。临近春节，他希望能有一

套全新的学习用品，希望奶奶
能有一套新衣服过节。

刘昊的孝心打动了很多
人，本报公益群友“一滴水”认
领了孩子的心愿后，还特意给
刘昊送上了一个新篮球。翻看
热心人送来的礼物时，内向的
刘昊嘴角渐渐浮出笑意，他不
好意思地悄声说，这下奶奶也
能过好年了。

父母离异后，招远市夏甸
镇曹孟村的董明一直跟随母
亲生活，母亲体弱多病，临近
过年，她想送妈妈一件新羽绒
服。热心人刘喆送出爱心棉衣
后，还特意送出了亲手制作的
软陶心愿瓶，并鼓励孩子好好
学习。此外，热心的刘喆还想
长期关注他。

“有了保暖内衣，妈妈就
不怕冷了。”潘智超是招远新
村中学的学生，父亲因病去世
后，妈妈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拿到好心人送给妈妈的保暖
内衣后，她笑了。

10日上午，本报记者和招
远八方义工一起，驱车将满
载好心人祝福和关爱的礼物
送到了庄映雪、闫槿、刘昊、
刘孟瑶、董明等 1 0名孩子手
中。近日，本报还将集中为莱
阳、龙口、栖霞和海阳的孩子
送出心愿礼物。如果您已经
认领了孩子们的心愿，请尽
快将买好的礼物送到本报或
直接邮寄到孩子家中。咨询
热 线 : 1 5 2 6 4 5 2 0 3 5 7 或
13153515181。

火火车车站站昨昨迎迎春春节节前前首首个个客客流流高高峰峰
单日发送旅客超1 . 7万人次，学生占了八成以上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孙
健) 近日港城各大高校陆续放
假，10日，烟台火车站迎来春节
前第一个客流高峰，学生流成
客流主体，占总客流量的八成
以上。据统计，烟台火车站10日
发送旅客总量超过1 . 7万人次。

10日上午10点，记者在烟
台火车站西候车室外看到，等
候进站的旅客排成了长队，其
中大多是拖着行李箱的学生旅
客。为便于旅客进站，西候车室
的两条安检通道同时开启。

记者注意到，在安检通道
入口处有个扬声器，广播着“列
车已超员，本车次不售站台票”
的信息。工作人员说，10日、11

日是烟台各大高校放假回家最
为集中的时间，这两天的客流

将形成节前首个客流高峰。“今
天的客流总量能超过1 . 7万人
次，其中八成以上是学生，省外
去往西安、贵阳，省内去往泰安
和菏泽方向的旅客较多。”

据介绍，烟台火车站的日
高峰时段出现在下午3点左右
和晚上。“下午3点左右有两趟
车，分别是发往泰安和贵阳的
列车，另外晚上烟台站始发4趟
列车，车站候车室的客流量也
较大。”工作人员说。

“除以上两个时间段外，早
晨首班列车发车前还将出现短
时间的客流高峰。”烟台火车站
早晨首班列车是发往菏泽的5018

次，正常发车时间为8点43分，7点
半以后出现短时高峰。“为了保
证首班列车正常发车，自10日

起，车站为这趟列车的乘客专门
启用东候车室，与其他车次的乘
客区分开来，便于旅客及时进
站、上车。”工作人员说，春运期
间，烟台火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

适时启用东候车室。
11日下午4点起，互联网购

票、电话订票将同步发售大年
三十(1月30日)的火车票，市民
可提早准备，购买除夕车票。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

10日下午，一参展商家正在搬运货品，为年货会做准备。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随着高校部分专业期末考试结束，不少大学生提前放假，学生
成客流主体。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相关链接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娜)

这个星期天上午9点，为“环保
斗士”任增颖义卖环保图书的活
动将在莱山区永旺商场(佳世客)

进行。山东工商学院“思宇责任
社会”学生社团的志愿者们将现
场义卖千本环保图书，钱款将由
本报转到任增颖账户，为她父亲
积攒医疗费。

任增颖曾花费30多万元做
环保，现在为了病重的父亲不
得不忍痛卖书。这次义卖的环
保图书主要是“绿色少年”系列
丛书，有《绿色总动员》、《迁飞
的鸟群》等。从热爱自然、保护
生态等方面入手，通过童话、绘
本等方式图文并茂地阐述了当
前最受关注的几大环境问题。

如果您愿意为任增颖献上
一份爱心，请购买几本环保图书
吧 。您 也 可 以 拨 打 电 话
18660095705对任增颖提供帮助。

新年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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