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十一一””过过后后旅旅行行社社迎迎打打折折季季
线路降价多在千元左右，海岛游价格不降反升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 “十一”黄金周后，市区
多家旅行社迎来打折潮，线路
降价多在千元左右。此外，冷了
一季的海岛游如今又火了起
来，而老年团体则成为秋冬季
的主推客户。

“十一期间主要线路都降
价了。”中国国旅(威海)国际旅
行社运营中心赵经理说，目前
去韩国的旅游团最低价格在
2000元左右，相比黄金周期间
的3000元以上的价格，便宜了

千余元。
龙威旅行社的刘女士也

说，除了韩国线路降价幅度比
较大以外，云南、四川、华东游
等地线路也大幅降价，幅度在
800元以上，“每年节后都要降
价 ，但 相 比 去 年 显 然 是 更 低
了。”

与多条主要线路降价情况
相比，部分线路价格不降反升，
其中尤以东南亚、泰国、海南等
线路最为明显，价格均在5000
元以上，比黄金周时上浮了20%

左右。8日上午，记者在中国国
旅(威海)国际旅行社运营中心
了解到，目前海南游是该旅行
社着力打造的线路，该运营中
心赵经理说，“天气冷了，海岛
游就热起来，由于海南岛不用
办出境手续，价格也较适中，因
此受到很多市民的青睐。”

此外，黄金周过后，在旅游
团体的年龄分布上，旅行社更
青睐于已经退休的老年群体，
纷纷推出多条“夕阳红”、“亲情
游”路线，以补充暑期和“十一”

过后的整个旅游市场。
威海环球旅行社的孙经

理 分 析 认 为 ，相 比 去 年“ 十
一”，不少旅客对新《旅游法》
都已经熟悉，加之该法律增添
了很多补充条款，因此“十一”
黄金周期间旅游市场价格相
对便宜一些。但由于整个秋冬
季节都是旅游淡季，因此多数
旅行社不得不把精力转移到
相对固定的退休老年群体，希
望他们能为“错峰游”添一把
火。

冒冒充充民民政政局局发发丧丧葬葬补补助助

一一市市民民被被骗骗22 .. 44万万元元

南海一外国专家

获中国友谊奖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6日，文登

的刘女士接到“民政局”来电，被
告知要发丧葬补助，由于刘女士
的父亲日前刚刚去世，刘女士轻
信了对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刘
女士进行了转账操作，卡内的
2 .4万余元被骗子全部骗走。

10月2日，刘女士的父亲去
世。而在6日上午，刘女士接到了
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民政
局工作人员，要给刘女士发丧葬
补助，需要刘女士提供一个银行
账号。刘女士当即信以为真，给
对方提供了一个银行账号。对方
又要求刘女士把账号内资金转

移到他提供的账号上，以便于他
们往刘女士的账号划拨丧葬补
助，并表示他们提供的账号为财
政局专户，不会有任何问题。没
有设防的刘女士就按照对方的
要求进行了转账操作，之后，对
方要求刘女士在半个小时后查
看账户余额。

半小时后，刘女士对银行
卡的余额进行了查询，发现不
仅没有领到丧葬补助，卡内的
2 . 4万余元也没被退还。刘女士
再拨打“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电
话，却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目前，文登警方已对本案
展开调查。

222233个个产产品品入入国国家家节节能能产产品品推推广广目目录录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王

帅) 日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公布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
效电机推广目录(第六批)，山东
力久特种电机有限公司、荣成
市荣佳动力有限公司、威海泰
富西玛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223个型号的高效率节能电动
机成功入选目录，入选型号数
量占全省入选总数的53 . 3%。

电机是耗电量较大的用电

设备，电机总用电量占全社会
总用电量的60%以上。据测算，
高效电机比普通电机效率高
3——— 5个百分点，提高电机能
效对促进全社会节能降耗具有
重要意义。

按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
效电机推广实施细则》有关规
定，中央财政对列入目录的能效
等级为2级以上的高效中小型三
相异步电动机，在销售给终端用

户后，按照产品功率等分别给予
生产企业15——— 40元/千瓦的补
贴，以威海电机生产企业年推广
高效电机200万千瓦计算，年社
会节电约3 . 46亿千瓦时，企业由
此年可获得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补贴资金5000多万元。

市经信委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威海获批建设高效电机产
业化基地，市经信委将制定和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鼓励电机

生产企业加大高效电机制造技
术研发力度及电机检测平台建
设，对用能单位实施的电机能
效提升项目给予政策支持，以
推动高效电机产业快速发展。

据悉，自2012年国家对中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进行改版升级
后，威海入选“节能产品惠民工
程”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的型号
总数达到30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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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桌子呛出泪

消协调解退了款

葫芦采摘节

8日，经区新都小学启动为
期一周的葫芦采摘活动。采摘
仪式上，葫芦社团的孩子们围
在葫芦架下，期盼自己亲手种
植的葫芦能通过工作人员的采
摘传递到自己手中。据悉，葫芦
社团的孩子全程参与葫芦种
植、采摘、加工、绘制过程，这些
葫芦将“变身”为工艺品。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钟艳梅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刘昌勇 ) 日前，
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威海南海新区金太阳光热发
电设备有限公司聘请的比利时
专家约翰·费阿德里安·文教授，
凭借在太阳能光热转换材料领
域做出的突出成绩，荣获2014年
度中国政府友谊奖，成为威海唯
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专家。

中国政府友谊奖由国务院
授权设立，用以感谢和表彰外国
专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
的突出贡献，是授予海外精英的
国家级最高荣誉奖项。在南海新
区工作期间，约翰·费阿德里安·
文教授将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
经验运用到威海金太阳项目中，
成功研发了光学减反射薄膜材
料制备等国际先进技术，实现了
光热发电集热管技术的知识产
权自主化。

去年10月，约翰·费阿德里
安·文从近2万名在山东工作的
外国专家中脱颖而出，被山东省
人民政府授予齐鲁友谊奖荣誉
称号。2014年1月21日，作为山东
省优秀外国专家代表，他还受邀
到北京参加了国家举行的外国
专家新春座谈会。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通讯员 张立新 ) 荣成韩
先生花1600元买了一个实木桌
子，但刺鼻的气味却让家人出现
了泪流和头晕的现象。韩先生找
到家具店老板要求退货，无奈却
遭到拒绝。近日，经荣成市消协调
解，韩先生拿回了1600元购货
款。

9月下旬，家住荣成赤山的
韩先生喜迁新居，在石岛某家具
城买了一个实木桌子，花了1600
元。没想到，桌子一直散发强烈刺
鼻气味，家人陆续开始出现流泪
和头晕的现象。

韩先生不断向家具店老板反
映问题，可家具店老板却说，“经
常开窗通风，不用多久就会好”。
但韩先生认为，刺鼻的气味已经
影响到家人的健康，因此他投诉
至荣成市消协要求退货。

工作人员到韩先生家中查看
后认为，韩先生反映的问题的确
存在，而这件实木桌子也是造成
家中空气有异味的主要原因。最
终，经调解，家具店老板退还了韩
先生1600元的购货款。

新新购购电电视视半半年年坏坏了了三三回回
屡出故障，消协调解免费换新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张立新) 花费
不菲买来50寸的液晶电视，谁
知道连续坏了三回。近日，经荣
成市消协调解，摊上倒霉事的
殷女士如愿换回了一台新电
视。

今年2月份，家住荣成市人
和镇山西头村的殷女士，因新
婚喜住新居，和丈夫在荣成市
区某商场花费5000元左右，买
来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

谁知道电视用了仅仅4个
月，便出现了自动关机、黑屏的
现象。随后，殷女士联系该家电
商场，家电商场派维修工拿走
维修了10天，6月下旬送货上
门，结果殷女士看了不到半个
月，7月初电视又坏了，这次则
是出现自动黑屏、断电的现象。
无奈之下，殷女士再次找商场
维修，这次维修工又拿走修了
一个多月，而电视刚送到家，则
又出现了黑屏断电现象。电视

机多次出现故障，影响殷女士
一家生活，她向商场提出退货
换货要求，商场均以维修看看，
予以拒绝。

9月下旬，殷女士投诉至荣
成市消协，工作人员调解认为，
殷女士购买的新电视，在保修
期内出现两次严重的性能故
障，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规定，殷
女士有权要求退货或换货，最
终，经销商表示同意给殷女士
免费更换一台新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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