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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烟台规模以下服务业发展增速下降，并发布十大服务业经营情况

文文体体娱娱行行业业人人均均工工资资排排名名垫垫底底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张怡 ) 为了
解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经营现
状，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于
近期抽取316家规模以下服务
业企业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316家
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小幅下降，
利润快速下降，部分行业出现
盈利负增长，大部分企业经营
状况稳定。

调查数据显示，上半年316

家规下服务业企业资产总计

12027 . 23万元，同比增长6 . 27%；
实现营业收入4029 . 93万元，同
比下降0 . 82%；实现利润276 . 39

万元，同比下降15 . 83%。调查的
316家企业中经营状况良好的
占12 . 30%，经营状况一般的占
8 2 . 9 0 %，经营状况不佳的占
4 . 70%。

同时，国家统计局烟台调
查队还公布了上半年十大服务
业行业经营现状。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行业经营呈下滑状
态。1-6月份，60家抽样企业资

产总计2009 . 60万元，同比下降
9 . 21%；固定资产原价1129 . 42万
元，同比下降8 . 27%；利润总额
84 . 64万元，同比增长1 . 05%；预
示着该行业经营发展呈下滑状
态。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发展
举步维艰。1-6月份，53家抽样
企业资产总计4756 . 79万元，同
比下降2 . 88%；营业收入125 . 44

万元，同比下降21 . 72%；利润总
额-47 . 34万元；从业人员2534

人，同比下降0 . 43%，人均工资

2150元，在十大行业人均工资
中排名垫底。

另外，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三大费用均
有不同程度增长；租赁和商务
服务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效果
初显；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稳定向上发展；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薪
酬下降、人数减少；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经营情况
变化小；卫生和社会工作发展
潜力大。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11日，山东工商学院发布2016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今年
该校计划招收55名研究生，其中学
术硕士45名，专业硕士10名。

其中，学术硕士研究生学制3

年，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2年。学术
硕士学位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商管理、应用经济学3个硕士授权
一级学科(专业包括管理科学与工
程、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劳动关系、统计
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
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包括会计硕
士、电子与通信工程。

山工商今年招
55名研究生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2015年度山东省著名商标认
定和续展申报工作自6月底开始至
7月底结束，短短1个月时间，烟台
市工商局顺利完成全市推荐材料
的准备、审查、上报工作。今年烟台
全市共上报著名商标申报材料116

件，其中申请认定34件，申请续展
82件。

著名商标申报材料涉及到企
业商标注册情况、公众知晓情况、
广告宣传情况、产品经营情况、企
业纳税情况、行业排名情况等诸多
方面，内容繁多复杂。为保障申报
材料详实、完整，工商部门采取“定
人定标”“贴身帮扶”等措施，安排
专人与每一户申报企业商标专管
人员对接，逐条指导企业填报表
格、准备证明材料。

烟台新增
著名商标34件

““民民办办教教师师发发补补助助””？？新新型型诈诈骗骗！！
牟平一受害人账户内2600元被转走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张蕾

徐忠) 近日，牟平区出现
“民办教师发补助”新型诈
骗案，一位受害人账户内
的2600余元不翼而飞。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
牟平经侦大队接到王女士
报案称：接到一个自称是
财政局的工作人员打电
话，告知王女士的民办教
师补助金已经到位，要通
过银行卡把补助金发给本
人，但要求银行卡里必须
有钱，这样才能进行转账，
担任过五年民办教师的王
女士对了解自己信息的所

谓民政局工作人员深信不
疑，按照对方的指示到银
行进行转账，操作完发现
自己原本账户里的2600余
元已经不翼而飞。王女士
得知上当受骗，到经侦大
队报案。

公安部门针对此类新
型电信诈骗发布预警信
息，请各单位见此预警信
息后，提高辖区内的防范
力度，力求以案说法，让老
百姓懂法、知法、辨别违
法。

公安部门对此类电
信 诈 骗 特 点 进 行 了 分
析。犯罪分子选择白天

工作时间居多，受害人
更容易相信。犯罪嫌疑
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人
员信息，骗得被害人信
任，要受害人前往银行
办理，然后利用被害人
不熟悉银行ATM机转账
业务的操作，电话操作
将 被 害 人 卡 内 现 金 转
走。

提醒广大市民在接听
电话时一定提高防范，慎
重转账汇款，学习了解银
行卡常识，保证自己的银
行卡内资金安全，决不向
陌生人汇款、转账、泄露密
码。

环环渤渤海海区区域域发发展展再再添添特特色色智智库库
环渤海发展研究中心昨日挂牌成立

本报 8月 1 1日讯 (记
者 蒋 大 伟 ) 1 1 日 下
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
究会环渤海发展研究中
心在鲁东大学正式挂牌
成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研究会会长、国务院研究
室原主任魏礼群参加会
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
究会、鲁东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等
学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
会议。

据了解，此次设立的
环渤海发展研究中心，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会最新批准的三个分支
机构之一。该中心成立后
将致力于环渤海区域发
展的研究，为中央和地方
制定实施环渤海地区发
展战略和政策，提供智力
支持。

“环渤海发展研究中
心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汇
聚力量、整合资源，对环
渤海区域改革发展等重
要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产
生创新性研究咨询成果，
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决策

提供服务，争取成为国内
一流的环渤海区域发展
战略研究的科研机构，成
为服务国家、服务地方的
特殊智库。”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
群说。

与会的有关学会和
科研院所表示将与环渤
海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合
作，进一步扩大环渤海相
关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促进环渤海经济
腾飞，实现区域均衡发
展。

货货车车撞撞灯灯杆杆司司机机被被困困

11日4时12分，烟台栖霞市文化路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在
栖霞通往烟台的虎龙口路段一货车撞在路边的路灯杆上，司
机被困车内。经过20分钟的紧急救援，消防官兵将被困司机成
功救出。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刘萍萍 摄影报道

撞撞飞飞路路人人驾驾驶驶员员将将车车藏藏山山里里

8月1日晚，一辆红色比亚迪轿车撞飞两名路人后肇事逃逸。
交警发微信寻找肇事逃逸车，市民提供线索后，烟台交警抓获肇
事逃逸司机于某。

11日警方在牟平区武宁镇邵家沟村的一座山上，找到肇事
逃逸车。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曹杰 杨涛 蒋楠 摄影报道

一车撞杆司机被困，一车撞人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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