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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店店1155名名服服务务员员裁裁掉掉1122个个
平阴一些名优特产专营店、高档酒店生意惨淡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张鹏 徐宁) 日前，

山东省政府公布了第二批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区名单，历城成为省
城唯一入围单位。

“董家草莓、唐王白菜、冶河
薄皮核桃……”这些响当当的农
产品是历城打造现代农业的结
果。“十一五”以来，累计落实扶持
资金17 . 7亿元，完成农业结构调
整25 . 3万亩，土地流转面积累计
达17 . 15万亩，占全区耕地总面积
的35%；全区蔬菜、林果、花卉苗
木、奶牛四大主导产业规模分别
达到35 . 6万亩、49万亩、8万亩和
4 . 6万头，肉蛋奶总产19 . 6万吨。全
区农业产值达67 . 33亿元，农业增
加值达到39 . 0 2亿元，年均增长
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2653元，
年均增长12%。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蒋龙
龙) 14日，天桥区成立“放飞中
国梦·乡村大讲堂”讲师团和

“一村一年一场戏”服务队。今
年，两支队伍将在天桥区农村
社区定期开展戏曲表演和专题
讲座。

据介绍，天桥区今年将力争
实现全区120个行政村“一村一年
一场戏”活动全覆盖。据天桥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新的一年里，这
两支队伍将持续活跃在天桥区的
村庄社区、田间地头，为村民送去
内容丰富的专题宣讲和赏心悦目
的戏曲大餐。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刘春森 李国兵 )

14日，记者了解到，槐荫区执法局
对西客站片区的过期道旗广告进
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齐鲁大
道、齐州路、烟台路三条主干道上
的130余块过期道旗广告已经全
部拆除完毕。

据了解，设置户外广告必须
办理审批手续，到期后须办理延
期手续，未办理延期手续的应积
极主动拆除设置的户外广告设
施。否则城管执法部门将责令限
期改正或拆除，并可处罚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肖龙
凤 通讯员 刘亚男) 近日，甸
柳新村街道自筹25万元资金，向
辖区部分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
老年人和环卫工人等发放救助金
和慰问金，为500多位居民群众送
上春节关怀与祝福。此次送温暖
在全市首次把90岁以上老人纳入
了慰问范围。

此次新春送温暖活动中，甸
柳新村街道根据辖区实际情况，
扩大了救助范围，在全市范围内
首次将90岁以上老人纳入慰问范
围。在落实好区救助资金的基础
上，自筹资金25万元，为辖区500

余名困难群众送去新春的温暖，
帮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

往年每到元旦、春节期
间，平阴县阿胶、玫瑰销售
火爆，尤其是公务采购更是
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近日，
记者跟随平阴县纪委、工商
等部门在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中发现，玫瑰油、阿胶块等
质高价贵的土特产少有人
问津，高档酒店由于生意冷
清更是裁员八成。

一天最多只卖出

2件土特产品

9日，记者随检查组来到
平阴县城的心连心、金冠等
大型超市以及天源、翠河、福
胶等多家玫瑰、阿胶制品专
卖店。在商场、专卖店的名优
产品展区，展出的商品琳琅
满目，有包装精美的阿胶块、
阿胶粉，晶莹剔透的玫瑰油
摆件等。在10分钟的时间里，
记 者 发 现 虽 然 偶 有 顾 客 到
店，但并未成交一笔。

一专卖店的营业员告诉记
者，往年的春节前夕，他们忙
得加班加点，电话订购、大宗
采购等一个接着一个，是一
年中最忙的时候。“但是今年

情况大不相同，顾客来店看
得多，买得少，往年这时候一
天能卖百余件土特产品，今
年一天最多只卖出2件，价值
三四百块钱。”

平阴县最大的玫瑰特产生
产公司相关负责人丁先生介
绍，2013年，原来普遍受到公
务消费欢迎的玫瑰油、花冠
等 名 贵 产 品 基 本 上 卖 不 动
了。原来还指望着春节能够
卖出些，回笼点资金，但照目
前情形来看，春节前一个月生
意更加冷清。

“营业额没有增加，但企业
的研发成本却没有减少，从而
使得公司的资金周转有些困
难。”丁先生说，下一步，他们要
把主要精力放在低端产品上，
产品走市民化路线。

高档酒店遇“寒冬”

裁员8成降成本

除了土特产品销售冷清，
平阴县的高档酒店同样遇到了

“寒冬”。9日下午2点，在府前街
上的一家档次较高的酒店，记
者看到偌大的餐厅一个客人也
没有，3个服务员正在吃饭。

酒店负责人张经理告诉记
者，酒店有大小房间20多个，生
意好的时候，店里15个服务员
都忙不过来，还得雇些钟点工。
而现在高档菜全改成了农家
菜，菜价也降了5成多，但还是
鲜有顾客来。“15个服务员整天
闲着没事，为了节省酒店成本，
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裁员，如
今15个员工只剩下3个，而酒店

每天顶多三两桌酒宴，3个人已
经足够用了。如果不是房租提
前交给了房东，我们都不想维
持下去了。”张经理说。

在平阴县城南部的一家大
型酒店，经营状况也差不多。这
家拥有两个楼层、总共18个房
间的酒店，服务员从最高峰时
的16人，锐减了一半，为了节省
成本，酒店将两个吧台、领班均
合二为一，即便如此，由于少人
光顾，酒店处境艰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
维持日常运营，酒店均开始走
市民路线。菜品比原来丰富了，
价格比原来降低了不少。如果
有来订盒饭的市民，他们也来
者不拒了。

据介绍，平阴县纪委将坚
持常态化的明察暗访。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任磊磊 通讯员 李婷)
14日上午，在清华紫光科
技城项目签约仪式上，刚
刚完成对展讯通信收购的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清华紫光)宣布计划投资
130亿元，在济南市长清区
创新谷和济南高新区分别
建设两个大规模研发基
地，重点发展芯片制造和
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

紫光集团董事长、总
裁赵伟国接受采访时表
示，此次签约意味着紫光
集团收购展讯后，已迅速

开始实施其进一步战略。
“展讯通信作为通信芯片
制造商入驻科技城后，将
实现十倍速发展。与此同
时，我们考虑将正在筹备
的紫光微电子学院也放在
济南。”

记者从科技局了解
到，这是济南科技招商迄
今为止的最大一笔合作协
议，项目建成后，可提高济
南乃至全省大规模通讯和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水平
和规模。科技城项目将于
2018年底之前全部建设完
成，项目建成后，将引入不

少于500家科技研发企业，
其中包括大批世界500强、
国内电子百强企业和上市
公司。

谈及为何落地济南
时，赵国伟坦言，目前公司
在北京、上海也都设有研
发基地，但已经不能满足
企业发展的需求。济南具
有高校人才优势、成本优
势、文化优势、区位优势，
非常适合高科技研发产业
发展。而且，济南已经有非
常好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基
础，可以迅速形成产业集
群。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陈
伟 通讯员 徐梅梅) 14日，
记者从天桥区了解到济南市第
一家渣土行业协会——— 天桥区
渣土处置行业协会在9日正式
成立，15家渣土运输单位，近
400辆渣土车加入。根据协会规
定，乱倒渣土的渣土车，最高将
被罚20000元。

天桥区渣土整治办公室负
责人介绍，省城的渣土市场，车

乱跑、价乱压、土乱倒、账难结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制约
了渣土运输行业的发展，更是
影响了省城环境。

“为此，行业协会通过运
输渣土指导价、结算保证金制
度以及GPS定位等，解决价乱
压、账难结、土乱倒的问题，从
而规范渣土车的运营。”该负责
人说。

根据协会规定，凡是加入

的会员单位，渣土车必须要
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证、
车辆行驶证；有前后齐全一
致经公安部门核准的牌照和
城管部门核发的城建牌照，
后箱板有清晰醒目规范的放
大牌号；有完整良好的密闭
装置等。

天桥区渣土处置行业协会
会长王刚强表示，协会将制定
对会员单位的日常检查考核实

施方案，并对会员单位进行检
查考核。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协
会将根据情节做出2000———
20000元的处罚。

“使用套牌车、无牌无证
车、敞篷车等不合法车辆参
运谋利；施工运输秩序混乱，
造成渣土严重环境污染；渣
土 不 按 指 定 地 点 倾 倒 等 行
为，最高可罚款20000元。”王
刚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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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首家渣土行业协会在天桥区成立

乱乱倒倒渣渣土土，，最最高高罚罚2200000000元元

清华紫光在济南投130亿建研发基地

紫紫光光微微电电子子学学院院
有有望望落落户户济济南南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陈忠华 赵军 张志华

平阴县纪委联合多部门
检查八项规定落实情况，发现
名优特产和高档酒店生意骤
降。 本报记者 陈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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