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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季季度度新新房房价价格格同同比比上上涨涨88 .. 44%%
成交量方面，新房下降一成多，二手房下降两成

多家银行力推

留学金融服务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姜宁）
本周六，兴业银行烟台分行又要

举行留学金融展服务。据了解，最
近一段时间多家银行在力推留学
金融服务，包括开展宣讲会和信用
卡方面的业务支持。

记者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
已有中国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
行举办了留学金融展活动。据一家
国有商业银行的出国留学服务人
员透露，近段时间一直是留学金融
服务的预热阶段，各家都比较积
极，一些相关的贷款产品也相对优
惠一些。

“主要是跟一些外语培训班一
起搞，他们有学生资源，能够推荐
一些外国的高校供学生挑选，我们
能够提供一些服务，例如贷款、办
卡服务等。”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来办理留学金融服务的市
民多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群，通
过这些活动也能让理财经理跟他
们建立联系，以后在销售理财产品
和相关金融产品时能从他们身上
获得相应的销量。

在信用卡方面，最近一段时
间，以中国银行为首的不少银行都
开设了专门的外币一卡通服务和
主副卡业务。“主要是一张信用卡
能够到各个国家使用不同的外币
金融服务，不需要换卡了，非常方
便，再就是可以办理一张主副卡，
家长和孩子各拿一张，家长能够对
孩子的花费进行监控。”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吴
江涛 通讯员 张辉） 22日，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发布调
查数据，一季度烟台市区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同比累
计上涨8 . 4%。此外，交易量明显
下滑，其中新房网签成交套数
为6060套，同比下降13 . 35%；二
手房成交 2 8 2 3套，同比下降
20 . 92%。

数据显示，一季度烟台市
区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同比累计上涨 8 . 4 %，涨幅比
2013年同期扩大7 . 4个百分点。
分月来看，1月份上涨9 . 3%，2月
份上涨8 . 6%，3月份上涨7 . 4%，

增速有所放缓。分户型看，90平
米及以下户型销售价格指数同
比累计上涨8 . 0%，；90-144平米
户型上涨9 . 0%；144平米以上户
型上涨7 . 1%。

在环比方面，一季度烟台
市区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
数累计上涨0 . 3%。其中，1月份
上涨0 . 4%，2月份上涨0 . 3%，3月
份上涨0 . 3%，各月环比价格指
数呈小幅波动态势。

此外，一季度烟台新房成交
量明显减少。数据显示，烟台市
区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
为6060套，同比下降13 . 35%。其中
3月份成交2299套，同比下降

28 . 16%。分户型看，90-144平米户
型成交2621套，同比下降21 .92%。

二手房方面，一季度烟台
市区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同
比累计上涨6 . 0%。其中，1月份
上涨6 . 6%，2月份上涨6 . 0%，3月
份上涨5 . 3%。一季度价格指数
增速与同期相比明显扩大，但
整体走势有所放缓，价格指数
涨幅呈逐月回落态势。

据了解，不仅新房交易量
下降，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下
滑。一季度烟台市区二手住宅
成交2823套，同比下降20 . 92%，
其中 3月份成交量同比下降
49 . 51%。

调查人员分析，成交量之
所以会下降，一是因为一季度
历来是房地产市场的销售淡
季，同时受春节的影响，看房买
房的人有所减少。二是银行房
地产信贷收紧，促使住宅交易
市场降温，三是2013年市场的
持续升温，透支了部分购房需
求，加之消费者对目前房地产
市场观望心态较浓，造成了购
房需求的减少。

调查人员表示，随着天气转
暖以及4、5月份销售旺季的到
来，开发商推盘的热情将有所回
升，预计后期交易量会保持稳
定，整体交易价格会稳中有升。

市市区区多多家家婴婴幼幼儿儿游游泳泳店店关关门门
孕婴机构扎堆涉水婴儿游泳后迎来“关门潮”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前几天，市民秦女士带
着宝宝去游泳，走了四家游泳
馆才让宝宝游上泳。22日，记者
对烟台婴幼儿游泳市场进行了
探访，发现市面上不少游泳馆
关了门。业内人士介绍，游泳馆
关门不少是因为客源少或是不
达标没法继续经营。

市民秦女士前几天想带
着宝宝去游泳，从网上找到地
址后，直接去了鹿鸣小区附近
的一家店，结果发现这家店关
门了。秦女士又去了两个地
方，两家店却已经没了这项服
务，最后去了三环市场附近的
一家婴幼儿游泳店，才让宝宝
游上泳。

记者调查发现，像秦女士

遇到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
市区确实有不少婴幼儿游泳
店都关门了。“莱山有两家都
关门了。”带着孩子来游泳的
一位家长说。

2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四马路附近的昊宸婴儿游泳
馆，这家店开了两年多了。负
责人鞠先生告诉记者，不少婴
幼儿游泳店都不是专门游泳
的，很多是儿童摄影机构或是
母婴用品店的副业，看到其中
的商机纷纷上马此项目。

孕婴机构扎堆涉水婴儿
游泳之后，又迎来了一个“关
门潮”。业内人士介绍，关门的
原因有多个，有的没有卫生许
可或是不达标，有的可能是客
源关系导致关门。

有卫生许可才能经营婴幼儿游泳

“现在主要依据的是《山
东省婴幼儿游泳馆场所卫生
规范》。”烟台市卫生局卫生监
督所监督三科科长姜良彦介
绍说。

“要想经营婴幼儿游泳场
所，必须取得卫生许可。”姜良
彦说，婴幼儿游泳场所分为单
项（单人单池或多人一池）和多
项（单人单池和多人一池）两
种。单项经营的婴幼儿游泳场
所面积应不小于25平方米，多
项经营的应不小于40平方米。

姜良彦介绍，单人单池池
水应一人一换，多人一池池水

至少每日更换一次，并有能满
足水质处理要求的水循环和
水质消毒、水温调节设备。消
毒时禁止使用氯制剂、二氧化
氯制剂、臭氧等对皮肤黏膜产
生刺激作用的消毒剂及消毒
设备。婴幼儿游泳馆加盟场所
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一人
一换一消毒，并具有相应的消
毒及保洁设施。

“芝罘区经营婴幼儿游泳
的有10多家。”姜良彦说，在硬
件达标后，服务也必须跟上，
从业人员也要经过培训。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在市区一家婴幼儿游泳馆内，一些孩子在池内游泳。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秦雪
丽） 记者从烟台市服装行业协会
了解到，2013年，烟台市已纳入国
家统计口径的纺织服装规模企业
有216家，这些规模企业生产服装
2 . 31亿件，同比下降1 . 1%。

据了解，2013年，服装行业规
模企业工业总产值550 . 13亿元，同
比增长 1 5 . 1 8 % ，主营业务收入
515 . 32亿元，同比增长13 . 8%。全市
纺织服装出口创汇17 . 9亿美元，与
上年同比增长7 . 9%。全市规模服装
企业总产值超亿元的有64家，主营
业务收入超亿元的有53家。其中：
过20亿元的有2家，过10亿元的有2

家。
据烟台市服装行业协会秘书

长娄礼仁介绍，山东是中国纺织服
装生产大省，烟台是山东纺织服装
生产大市。烟台与青岛、威海已架
构起胶东半岛服装产业集群带，形
成优势明显的纺织服装经济板块。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
值、人工成本上涨等原因，烟台服
装业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机遇与
挑战的关键转折期。“在经济形势
不景气的情况下，烟台服装业取得
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但也存在很
多问题。”娄礼仁介绍，烟台服装行
业不少是外贸出口，缺少自己的品
牌，受汇率影响较大，而国内上涨
的人工成本，更让劳动密集型的服
装业吃不消。“从数量转向质量，以
品质替代数量，以外加工贴牌转向
自主研发品牌，已成为烟台服装产
业发展的新主题。”

娄礼仁介绍，在下一步发展
中，将重点培植女装、男装、婴童
装、毛衫、中式服装、运动休闲装、
皮衣、衬衣、鞋业等产品品类。积极
创建烟台中国女装名城、莱阳中国
布鞋之都和旗源中国旗袍博物馆。

去年规模企业

产服装2.31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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