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住住房房租租金金价价格格持持续续下下降降
租房人群收缩、私房房租价格下降是主因，近期仍将延续低位运行走势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柳进岭 )

据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统计
调查，自2014年10月份以来，烟
台住房租金价格开始下降，持
续低位运行达11个月之久。虽
然9月份住房租金价格小幅反
弹，但反弹幅度不大。住房租金
价格的下降主要是私房房租价
格下降拉动所致。

2013年3月份，烟台住房租
金价格反弹上涨，在持续上行
19个月之后，于2014年10月份
开始回落，至今年8月份，住房
租金价格已低位运行达11个月
之久，虽然9月份住房租金价格

小幅反弹，但反弹幅度不大。
今年2月份，烟台住房租金

价格同比涨幅开始下降，持续
下行达6个月之久，各月同比价
格涨幅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9

月份，烟台住房租金价格有所
反弹，但同比价格指数涨幅仍
保持低位运行态势。近期住房
租金价格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私
房房租价格下降拉动所致。

住房租金各月累计涨幅连
续8个月下降，1-9月份各月累
计涨幅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私房房租价格连续6个月下降，
1-8月份各月同比价格指数涨
幅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私房

房租各月累计价格指数连续8

个月下降，各月累计同比价格
指数涨幅均低于上年同期水
平。

据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
工作人员介绍，近期烟台住房
租金价格持续下降的原因有两
个方面。首先是2014年下半年，
万达广场等建筑项目主体工程
完工，大批建筑农民工撤离烟
台，租房群体人数陡然收缩，拉
动住房租金价格下降。另外，私
房房租价格下降拉动住房租金
价格下降，今年2月份至7月份，
烟台私房房租价格连续6个月
下降，拉动住房租金价格连续6

个月下降，住房租金中的公房
房租、其他费用价格没有变化，
没有影响住房租金价格的波
动。

从后期走势看，烟台住房
租金价格在持续11个月低位运
行之后，价格运行趋于稳定，随
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租
房群体会继续增加，拉动住房
租金价格继续上涨，近期住房
租金价格有可能小幅反弹，但
反弹幅度不会太大，住房租金
同比价格涨幅仍会保持目前的
态势继续平稳运行，快速上涨
或大幅上涨的情况不会出现。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张
琪 ) 10月15日，全市新型农村合
作金融试点工作现场观摩暨动
员会议在招远召开。会议观摩了
招远市 3家合作金融试点现场，
省金融办副主任赵理尘到会作
辅导报告，市委副书记王继东出
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王
霄汉主持。

王继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加
快制定工作方案，修订完善推进
机制，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切实
强化风险管控，尽快建立起符合
实际需要的新型农村信用合作
机制，更好地为“三农”提供最直
接、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丁明明 ) 为
进一步规范芝罘区建筑垃圾运
输管理，杜绝建筑垃圾在运输
过程中出现的撒漏、粘带问题，
芝罘区城管局环卫处分批次组
织人员深入工地企业宣讲有关
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展渣土运
输行为专项整治。10月12日至
15日，芝罘区城管局环卫处再
次对市区建筑工地开展昼夜不
间断整治。

13日晚8点30分，环卫处建
管办工作人员在南大街一处建
筑工地出入口看见，渣土车正
在排队等候驶出工地，司机师
傅们在忙着对车体进行覆盖，
封盖严密后，渣土车相继驶出
工地。随后，工地安排人员对出
入口路面进行了清理。

环卫处建管办陈主任告诉
记者，由于运输车装载沙粒较
细，在装载过程中容易粘带在
车体四周，造成运输过程中的
撒漏、扬尘。出车前清理车体，
能够保证车辆干净上路。

为防止运输车辆粘带、撒
漏，环卫处每年分批次组织市
区各混凝土运输公司、建设单
位召开会议，开展教育动员活
动，要求企业开工前必须到环
卫处办理建筑垃圾准运证，签
订《市容环境卫生责任状》，督
导各单位对运输车辆采取切实
可行的防止撒漏措施。

经过前段时间的宣传整
治，目前市区南大街、西大街长
途汽车站等几处工地能够自觉
做到运输车辆不超载、封盖严
密，工地及时安排人员清理出
入口尘土，保证了道路干净整
洁。

此次整治的主要内容为建
筑工地出入口未硬化、没有车
辆清洗和降尘设施；建筑渣土
运输车辆未密闭或密闭不严上
路，造成沿途撒漏、扬尘等；渣
土车出入工地未清洗干净，带
泥上路，污染路面。整治时间为
10月12日至15日全天，环卫处
建管办5个中队按照“白加黑”
的工作模式分区划片进行管

理。
据悉，在为期4天的专项整

治活动中，环卫处建管办共出动
32人次，12车次，对不封盖、撒漏
车辆警告纠错8起，处理工地粘
带7起。下一步，环卫处建管办将
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准运、处置
许可工作，要求辖区内所有建设
施工方在开工前到建筑垃圾管

理部门办理准运手续，申报处置
计划。在运输过程中对车体封盖
严密，避免撒漏，防止扬尘。继续
加大对市区在建工地的督导管
理力度，不定期与交警等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查处一批违法
违规渣土运输车辆，确保芝罘区
范围内渣土运输车辆规范有序
作业。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直接摄取自然的
营养，饮用果汁是最好的办
法。”为了能让烟台市民能够
拥有一款属于自家的原汁机，
齐鲁晚报联合韩国惠人原汁
机代理商，推出超低价团购，5

款机型任你选，最低仅需1599

元。
许多年轻妈妈都希望宝贝

能远离添加防腐剂的饮料，喝
到纯正的鲜榨果汁；许多孝子
也希望能让牙口不好的父母多
吃水果，健康长寿；但是传统的

榨汁机洗刷麻烦，出汁率低。
相信不少市民都听说过韩

国惠人原汁机，它以世界最早
的LSTS低速压榨方式，先研磨
后榨汁，根本上防止了对水果
的天然香味及营养素的破坏，
保留纯天然的味道及营养，出
汁率高达95%以上。

惠 人 自 1 9 7 4 年 创 业 以
来，经过 4 0多年不断的研发
和挑战，受到不少家庭的欢
迎。

惠人原汁含有天然维他
命，可帮助各种代谢，调节身体

机能，丰富的植物素也可降低
胆固醇，减少炎症，大量的酶适
用于体内所有机能，促进生命
能量的恢复。

“惠人原汁机用着就是特
别好。”市民张女士是惠人原汁
机的忠实用户，自从有了原汁
机后，几乎每天就要给家人制
作鲜榨果汁。孩子喝过之后，总
是吵着妈妈下次还要做果汁。

为了让更多的烟台市民
能够拥有一款属于自家的原
汁机，齐鲁晚报联合韩国惠
人原汁机代理商，推出超低

价 团 购 会 ，一 共 推 出 5 款 机
型，TH600、TH720、HU800、
HU9 1 0、HU1 1 0 0，可满足不
同层次需求。

最低仅需1599元，大大低
于专柜价格。所有机型均为正
品行货，享受整机1年，电机5年
的官方质保。

市民如果想要订购，可直
接拨打订购电话15866371030，
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为您服
务。此外您还可到烟台市芝罘
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现
场选购。

专刊记者 赵玲玲

10月18日上午，位于南大
街的烟台爱尔眼科医院隆重
开业，从而拉开了烟威地区大
型眼科专科医院的序幕。爱尔
眼科医院集团总裁李力等集
团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眼科界
权威专家出席了开业庆典仪
式。

“烟台爱尔眼科医院以‘共
享全球眼科智慧’为发展理念，
巨资引进世界同步的眼科医疗
手术设备和眼科检查仪器，对
接北京、上海、济南等地优质眼
科专家资源，致力于为烟台市

民以及以烟台为中心的胶东半
岛提供国际水准的眼科医疗服
务。”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总裁李
力表示。

医院内部，给人的感觉不
仅是宽敞明净，专业的分区设
置更是显示了爱尔眼科的专
业程度。据了解，烟台爱尔眼
科医院的诊疗面积达5000平
方米，其中开放床位64张，将
服务烟威地区1000万民众。目
前，烟台爱尔眼科医院已经斥
巨资引进价值3000万国际著
名品牌眼科诊断、检查和手术
设备，全面开启飞秒激光治疗
近视、ICL晶体植入治疗高度

近视、超声乳化治疗白内障、
眼底病、糖尿病眼病治疗、青
少年近视防治、医学验光配
镜、斜弱视、青光眼、角膜病、
眼外伤、眼整形、泪道病、干眼
症治疗等项目，致力于提供国
际水准的眼科医疗服务。

烟台爱尔眼科医院不仅
医疗设施的配备为港城最顶
级，医院麾下的眼科医疗专家
团队同样在胶东范围内首屈
一指。在 1 8日医院开业的当
天，爱尔眼科·首届胶东半岛
眼科论坛也同步启动。全国范
围内的眼科医疗专家云集烟
台爱尔眼科医院，如此高级别

的论坛能够在爱尔眼科医院
举办，充分体现该医院的专家
团队在全国眼科医疗方面的
权威性和影响力。

爱尔眼科致力于引进和
吸收国际一流的眼科技术与
管理理念，以专业化、规模化、
科学化为发展战略，推动中国
眼科医疗事业的发展，成为了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眼科品牌。
爱尔眼科是目前国内医师数
量最多的眼科医疗机构之一，
医疗团队包括硕士生导师、博
士生导师、博士、博士后、欧美
访问学者以及临床经验丰富
的核心专家。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蒋
大伟 ) 近期，雾霾天气频繁侵扰
我省，18日早上，港城的天空也被
一层薄雾覆盖，随着这股冷空气
的到来，中午以后雾霾天气开始
逐渐消散。未来两天，随着气温
的回升，暖区下还会容易形成雾
霾天气。

据烟台气象台18日16时发布
的天气预报，19日，多云，南到西
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沿海地区
24℃，内陆地区25℃；20日，多云
转晴，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气温
12℃到24℃；21日，晴间多云，南
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1℃到
24℃。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李
大鹏 通讯员 新忠 王强
言芳 海超 ) 10月16日，第十四
届中国·山东栖霞苹果艺术节在
该市文化广场精彩开幕。

本届苹果艺术节以“互联网
+栖霞苹果，共享甜美生活”为主
题，本着务求实效、创新发展的
原则，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利用网上网下宣传平台，开
拓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着力打造

“互联网 +苹果、旅游、文化”特
色，进一步促进苹果销售、经贸
合作和文化交流。

““白白加加黑黑””严严查查渣渣土土车车撒撒漏漏
环卫处将不间断整治，规范建筑垃圾运输

抢抢惠惠人人原原汁汁机机，，赶赶快快出出手手吧吧
本报推出超低价团购，最低仅需1599元

烟烟台台爱爱尔尔眼眼科科医医院院昨昨日日盛盛大大开开业业
暖区下雾霾易侵扰

未来两天气温回升

第十四届中国·山东栖霞

苹果艺术节精彩开幕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试点工作召开现场会

芝罘区城管局环卫处夜间严查撒漏粘带车辆。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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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市级护路办主任

培训班在烟台举办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张
琪 ) 10月13日至15日，全国地市
级护路办主任培训班在烟台举
办，中央综治办、中国铁路总公
司铁路公安局、省委政法委有关
领导李炜、乔信、张志华出席培
训班，市委书记孟凡利出席开班
式并致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程德智在会上作了发言。

孟凡利在简要介绍了烟台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社会治理工
作情况和铁路建设情况。烟台市
将以这次培训班在烟召开为契
机，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积
极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
验，不断开创护路联防工作的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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