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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儿儿讲讲故故事事大大赛赛来来到到烟烟台台
全市终评第一名可参加全国赛，还有机会获评“最爱阅读的中国孩子”

租房需求旺

房租上涨近两成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市民李女士在一小区租了3

年的房子，最近却被房东要求涨
价，否则就只能搬家。记者走访部
分房产中介发现，近期房租价格上
涨了近两成。主要是因为租房的多
了，而房源却相对有限。

“想起来都觉得闹心。”李女士
说，她从2011年3月份起，在胜利油
田疗养院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每个月房租是1100元。到了今年3

月，房东告诉她，周围的房子都涨
价了，所以房租要涨到每月1500

元，否则就只能搬家了。“好说歹说
达成了每月房租1300元的协议，比
原来多了200元。”李女士说。

“现在房租平均涨了能有200

多元钱。”在上夼西路，元盛房产置
业顾问徐利平向记者介绍，租房价
格主要和房子的区位、楼层、装修、
家电配置等方面有关，最近周边房
源价格确实涨了一些。

徐利平说，去年周边两室房子
每月房租在1100元到1200元左右，
现在的均价是1300到1400左右，上
涨了能有200元。

“现在租房确实比前段时间贵
了。”美南地产海滨分行刘丽君经
理介绍说，周边两室的房子，现在
的月租在1500元上下，而之前的价
格是1300左右。三居室的房租也普
涨了近两成。

“主要是房源相对较少，而租
房市场需求比较旺盛。”刘丽君说，
比如有些市民因为某些原因搁置
购房计划，还得继续租房，高校毕
业生也面临求职租房的问题，租房
的人数增加，导致供求矛盾。

冰糖百合莱阳梨

系列产品研发上市

近日，从烟台的饮料市场传
来喜讯：山东世宝集团下属的烟
台宝世宝食品有限公司，创新研
发出了冰糖百合莱阳梨含片和
固体饮料。目前，冰糖百合莱阳
梨系列产品已在各地区飞机场、
高速服务区、大型商场等上市，
广受消费者青睐。

近两年来，全国各地频现雾
霾，成为了国人的“心肺之患”。
恶劣 的 天气 催 生出 了“雾 霾 经
济”，与之相关的功能食品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专家
推荐的各种水果当中，梨是公认
的最佳清肺、生津、祛痰、止咳食
品，能够有效提高肺脏的排毒能
力。正 是基 于 梨的 这 一独 特 功
能，山东世宝集团下属的烟台宝
世宝食品有限公司独具慧眼，创
新研发出了冰糖百合莱阳梨含
片和固体饮料。

据了解，冰糖百合莱阳梨系列
产品是以正宗的莱阳梨浓缩汁为
原料，并添加了具有相同功效的冰
糖、百合和多种自产的氨基酸，能
迅速在体内合成单糖及蛋白质，及
时高效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
成分，激发细胞活性，达到提神抗
疲劳的功效。其中所添加的牛磺
酸、赖氨酸、丙氨酸等氨基酸更能
起到护肝利胆、提高免疫力的作
用。

冰糖百合莱阳梨含片和固体
饮料，既保持了莱阳梨的原汁原
味，又具有即冲即饮、想吃就吃、方
便携带的优点。特别是在雾霾天
气，当污染物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
时，口服一片冰糖百合莱阳梨片或
冲饮一杯莱阳梨固体饮料，可保护
肺健康，增强肺活力。此外，对脑力
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抵抗疲劳、自
我保健也有极佳效果。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曲
彦霖) 恰逢“全民读书月”，一
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型幼
儿讲故事比赛，“红袋鼠在行
动——— 寻找最爱阅读的中国孩
子”活动，将于4月19日在烟台
全面启动。烟台地区的赛事将
由山东省邮政公司烟台市分公
司和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联合
举办。全市终评第一名的儿童
将代表烟台参加全国总评。谁
是烟台最会讲故事的孩子？他
(她)又能否成为“最爱阅读的
中国孩子”？请拭目以待。

您家的宝贝是不是已经开
始学字、阅读，还喜欢讲故事？

您是否想让孩子登上更大的舞
台得到全面锻炼？本次“红袋鼠
在行动——— 寻找最爱阅读的中
国孩子”活动将为孩子们提供
一个广阔的平台，从艺术、科
学、思维、创新及健康等各个领
域开发孩子的潜能。

此次活动是由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主办，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低幼读物出版中心承
办，山东省邮政公司烟台市分
公司和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协
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目前，烟台市共有约1500名
孩子参与到讲故事比赛中。本次

活动以各县市区为独立赛区，全
市分11个赛区，以报名参赛的幼
儿园为赛场，共39个赛场。所有
参赛儿童的比赛内容均来自《幼
儿画报》的经典栏目“红袋鼠的
自我保护故事”。每个赛场的第
一名可参与全市终评，全市终评
第一名可代表烟台参加全国总
评。参赛还有奖励，初评将评选
出阅读星1名，创意星3名，快乐
星5名，并获得精美礼品。

谁是烟台最会讲故事的孩
子？即将见分晓。若您也想给孩
子报名，而孩子所在幼儿园没
有参与本次活动，可在孩子所
属赛区比赛开始前，到当地邮

政部门报名。邮政部门将根据
报名选手居住地址，安排就近
赛场进行参赛。

各赛区报名电话：

芝罘赛区 6298130

莱山赛区 6882586

福山赛区 6327917

牟平赛区 4310426

莱州赛区 2212588

龙口赛区 8518374

蓬莱赛区 5612017

莱阳赛区 7212549

招远赛区 8236516

栖霞赛区 5201708

海阳赛区 3228768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吴江涛 ) 校园变成了“大型
交易市场”，饮食、服装、电子
产品等应有尽有，不过，无论
是买家，还是卖家，都是学生。
这是17日上午烟台第一职业
中专“第三届校园商品交易会
暨学生模拟创业实践活动”的
场景，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
创业就业能力。

17日上午8点，在简短的
表彰仪式中，一职专对创业先
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随
后，学校的商品交易会正式拉
开帷幕。

与社会上的各类交易会
不同，这个交易会的参与者全
都是学生。同学们既可以把自
己制作的东西卖给别人，也可
以从其他同学那里购买商品，
交易会的各个角落都被热情
的同学们包围。

在交易会现场，记者看
到，不同专业的学生会根据自
身所学，选择符合自身特色的
商品售卖。“也能赚一些钱，但
最重要的还是锻炼自己发现
商机、运用商机的能力。”现场

一位同学告诉记者。交易会
上，学生们并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以班为单位集体合作，来
制作和销售与自己专业相关
的商品，对团队合作能力也是
一种锻炼。

记者注意到，由于是在校
园内，交易会上各种商品的价
格普遍要低一些。

除了交易会，当天，一职专
还进行了学生的职业能力竞
赛，比如舞蹈、音乐、茶艺等。

据悉，自2008年一职专开
展创业教育以来，学校组建了
创业实训基地、开设创业课
程，并且经常性开展企业家讲
座，进行创业计划竞赛等等，
培养出了不少创业明星，有的
学生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还
在山东省和全国的创业竞赛
中获奖。

学生处处长孙静介绍，学
校2009级的学生孙政已经在
三站市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销售电脑等产品。同时，孙政
今年还将代表学校去香港参
加创业活动，而这项活动全国
也只有6个名额。

校校园园里里开开起起

商商品品交交易易会会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牟建平 )

记者从烟台市经信委了
解到，5月23日—26日，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由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烟台市政府联
合主办，烟台市经信委、烟
台市商务局承办的“2014第
九届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
览会”将启幕。

据介绍，本届食博会以
“绿色、创新、合作、发展”为主
题，为国内外名优食品企业提
供商贸良机。本届食博会共设
展览面积2 . 8万平方米，国际
标准展位1600个。分设国际进
口食品、港澳台食品、糖酒副
食品、名优新特食品、休闲食
品、海珍品、农林产品、保健功
能食品、机械设备、包装工业、
国内外采购商等15类专业展
区。

预计将有来自国内外的
3000家食品行业企业、17万参
观者参展。食博会期间，还将
举办国内外合作项目推介、进
出口贸易及投融资项目洽谈、
大型商超看样订货、广告宣传

发布等系列活动。
目前，食博会各项招商招

展工作有序开展，组委会已与
韩国、泰国、巴基斯坦、伊朗、
越南、老挝、塞舌尔、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达成参
会意向，与澳门企业联合会达
成战略合作联盟，台湾已确定
96家企业参会参展。

同时，组委会与安徽、重
庆、吉林、浙江、江苏、四川、广
东、湖北、黑龙江、青海等23个
省市代表团达成参会参展意
向。

据了解，食博会是我国北
方地区最具规模和实效的专
业食品行业盛会，已经成为一
张靓丽的城市名片。该展会始
于2004年，已连续成功举办八
届。

目前，食博会已成为东亚
地区食品加工制造、商贸流
通、研发和投融资机构合作交
流的大型互动平台，成为华东
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最具专
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食品
经贸盛会和年度重点展会之
一。

下下月月到到国国际际博博览览中中心心

逛逛第第九九届届食食博博会会

紧紧急急撤撤离离
17日，烟台港消防支队与烟台口岸服务中心联合组织了消防紧急疏散演习，

本次演习包含消防知识培训、紧急逃生演练、灭火器使用等，极大提高了口岸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疏散、灭火、自救能力。

本报见习记者 吕奇 通讯员 李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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