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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花花爆爆竹竹卖卖不不动动，，有有摊摊主主想想转转行行
有销售商往年“小年”卖两万，今年卖不到九千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王
晏坤 ) 23日恰逢腊月二十三
小年，按习俗是祭灶君的日子，
这一天人们要燃放烟花爆竹，
迎接新春。然而今年受节俭风、
环保理念渐入民心等多种因素
影响，小年当天，烟花爆竹的销
量同比锐减。因为生意难做，有
摊主打算明年转行。

23日上午，在南洪街烟花
爆竹零售点，店内摆满各种各

样的烟花爆竹，却少有人问津。
老板赵俊堂说：“一上午只卖了
些小炮小鞭，一百块钱都没卖
上。”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烟花爆
竹零售点，发现不少商家为了
赶上小年热卖商机，已提前进
足了烟花爆竹货品，可预料中
的销售高峰并未出现。

宋女士已在黄海城市花园
一烟花爆竹销售点经营了4年，

但从去年和今年的情况看，她
打算明年就不卖烟花爆竹了。

洪源鞭炮烟花公司销售大
厅里门可罗雀，6个临时销售人
员无事可做，等待顾客上门。

“本想着这两天能够多卖点，可
是没想到还不如去年，照着往
年更是差大了，就这样的话都
没法干了。”该公司销售经理张
先生说，往年小年当天销售额
能到20000元左右，今年还卖不

到9000元。
该公司总经理、烟台市烟

花爆竹协会秘书长孔伟分析，
今年政策导向、环保理念渐入
人心和安全问题等是导致烟花
销量滑坡的主要原因，从批发
公司到销售摊点均受到了影
响。“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不
准买卖烟花送礼，大尺寸的烟
花爆竹都不准销售了，经营网
点大幅减少。”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姜
宁 ) 春节还没到，就已有金融
机构抢先推出压岁钱理财产品。
以前这类产品都是银行推出来
的，这次却被保险公司占了先
机。

“2014年压岁钱存钱新存
法，全年交纳1200元，隔年返利
息700元，交纳2400元，隔年返利
息1400元……存得越多返得越
多。”近日，记者收到一位保险营
销员发来的一条短信。经询问，
这是一种名叫“鑫利”的分红险。

虽然还有一段时间才到农
历新年，压岁钱现在更是无从谈
起，却已有保险公司开始布局这
一市场。

往年这类产品都是银行推
出来的，这次春节，各家股份制
银行也早早开始布局这一业务，
想抢个好彩头。“今年不仅会在
大年初六之前就会推出压岁钱
理财产品，而且还会推出专门的
少儿储蓄卡等。”一家股份制银
行的营业部主任说。

不成想，现在还没到过年，
就已有压岁钱理财产品出现，而
且还是保险公司率先推出的。

“有两点可能：有的公司正
处于开门红时期，这些分红险产
品不是新推出来的，而是被拿出
来重炒一番；再一点可能，就是
最近保险行业新规出台，要求银
保类理财产品份额不得超过
80%，所以有的保险公司会抢在4

月1日新规实施前再多捞一笔。”
业内人士指出。

年底金融机构

争相送礼挖客户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姜

宁) 临近春节，又到了银行、保
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争相送礼挖
客户的时候。由于经营压力不断
增加，今年送给客户的礼品数量
和频率都有所增加。

22日下午，芝罘区内一家中
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正急匆匆
从开发区赶回来，在一上午的时
间内，他接连跑了两三个大客
户，送去了过年的礼品。“很多业
务员也被派了出去，都是带着礼
品去维系和大客户的感情，很多
特别大的需要我自己亲自去
跑。”

在银行方面也是相当繁忙。
在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行
营业部，营业部主任也正在分发
一些小礼品给大客户。“层级不
同，有的存款1000万元，有的几
百万元，也有的一二百万元，分
的礼品都不同，杯子雨伞大米都
有。”在他看来，不要说不送点小
礼品给大客户，就是送得少了，
也会被别家“撬了”客户。

据了解，临近春节，不少保
险公司和银行都忙着送礼挖客
户。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为
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
化氛围，丰富广大职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1月13日，国网莱州市供
电公司开展系列文体活动，以热
情洋溢的和谐氛围喜迎新春佳
节到来。

系列活动迎新春

撞钟祈福、摄影采风、中医专家衣秀娟与张金波将免费义诊

国国露露((峆 ))寺寺将将办办““新新春春祈祈福福节节””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陈

莹 ) 撞钟祈福、摄影采风、知
名中医专家衣秀娟与张金波将
免费义诊……23日，记者从国
露(峆 )寺了解到，从2014年大
年初一到正月十五，这一系列
的活动将在该寺的“新春祈福
节”上开展。

初一撞钟祈福，初二摄影
采风，初三千年银杏树结缘祈
福飘带，除此之外，该寺还将
在大年初一到十五邀请中医
师孙文丽，免费为市民举办中
医、中药、刮痧、按摩常识的讲
解。

烟台市知名中医专家张金
波、衣秀娟也分别会在初六、初
七初八，为市民免费义诊。

正月初六，中华传统医学
会专家委员、五代世传中医、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擅
长中医辩证施治治疗各种内
科疑难杂症的张金波中医师
将来该寺免费义诊、讲解保健
知识。

衣秀娟中医师有“送子观
音”的美誉，70余岁高龄的她

将在初七初八两天里在该寺
为市民免费义诊、讲解保健知
识。

正月十五，舞狮子、扭秧

歌、开山鼓等民俗文艺表演也
将在该寺举行。为让市民在“新
春祈福节”上玩得更尽兴，在举
办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之

余，该寺还将在“新春祈福节”
期间为前来游玩的市民免费发
放祈福飘带、免费提供饮水以
及停车等。

学学生生保保洁洁收收费费低低经经验验少少，，市市民民对对此此很很纠纠结结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吴江涛 ) 春节临近，家政服
务行业再次火爆起来，擦玻
璃、保洁等岗位人手日趋紧
张。与此同时，很多想趁寒假
打工挣钱的学生看准了这个
机会，或选择到家政公司做
兼职，或自己组织起来找活
干。

快过年了，部分保洁员回
家过年，导致家政行业人手紧
张。“找了好几家家政公司，不
是太贵，就是保证不了时间。”
一市民说。

一物业公司家政部的工作
人员说，为缓解人手紧张的压
力，他们最近几年都会招一批
学生在寒假期间做兼职。“都是

干一些房屋保洁、擦玻璃之类
的简单工作。”

此外，一些烟大、鲁大等高
校的学生，也自己组织起来找
活干。他们或在网上，或直接在
小区里贴广告。

鲁东大学的小徐是大二
的学生，今年寒假他和同学
并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下

来，在寒假期间打工挣钱。擦
玻璃、保洁成为他们的首选。

“太复杂的工作我们也做不
了。”

对大学生保洁员，不少市
民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用。一
方面，学生的收费比较低，但另
一方面，市民又认为他们经验
不足，怕干不好。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李娜 ) 小年一到，大家忙着
备年货，也忙着给爱车“美容
洗澡”。莱山和芝罘区多个洗
车店都需排队。

“前面还有6辆，您熄火等
会吧。”23日上午10点，在烟台
怡雨美车馆，有6辆车在排队，
一位洗车工对新来的车主说。

海滨小区附近一家洗车

店同样排着长队，2辆车在洗，
8辆车在等。“我上午8点半多
来的时候，排着队，心想办完
事再来人会少点，没想到人更
多了。”两位车主等得久了便
下车聊起天来。

车主们都想洗洗车，干干
净净地迎接春节。洗车扎堆，
洗车费也有所上涨。一位出租
车师傅抱怨：“以前10元、15元

洗车的都提价了。”为了找个
便宜点的洗车店，他从莱山迎
春大街一直跑到只楚路，最后
还是花了20元。

据了解，现在洗车费比平
日上涨了5-10元，洗车费在20
-35元之间不等。而根据往年
经验，越是临近春节，洗车费
越高，到腊月二十九，洗车要
花80-100元。

车主洗车忙

洗车店涨价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孙
健 ) 23日，由烟台市总工会、
烟台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
烟台交运集团承办的“春风伴
您行，真心永相随”农民工平安
返乡返岗活动启动。农民工旅
客可享受返乡、返岗免费接站，
候车室24小时免费休息等温馨
服务。

“一些务工人员为了赶上
回家的最早一班车，往往提前
一天就到达车站，为了照顾这
部分旅客，不让他们受冻挨饿，
我们从今天(1月23日)起到29日
期间，在车站西候车厅开辟24

小时服务专区，安排流动服务、
保安等人员，为旅客提供热水、
免费休息、咨询受理等服务。”

烟台汽车总站工作人员说。
此外，2月5日起至2月24日

期间，凡跨省及中长途线路，3

人 (含3人 )以上到总站乘车或
到站下车以及乘火车返烟的务
工人员，烟台交运集团将组织
并提供车辆，免费将务工人员
送抵烟台市区用工工厂企业等
地。活动地点在烟台火车站北

广场及烟台汽车总站，务工人
员可提前拨打电话：6666555、
7096688预约。

春运期间，对单独出行的
老人、儿童、孕妇等特殊群体，
烟台交运集团各车站将提供爱
心护送服务，全程专人陪护，有
需要的旅客可提前到车站总服
务台办理相关手续。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压岁钱理财产品

提前“抢滩”

汽汽车车总总站站开开启启2244小小时时候候车车室室
务工人员还可享受返乡返岗免费接站服务

大年初一到十五，这里将举办“新春祈福节”，一系列活动等您来参加。 国露（峆 ）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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