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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月月份份烟烟台台CCPPII同同比比上上涨涨00 .. 88%%
衣着类价格居八大类消费同比价格涨幅首位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柳进岭 )
1 0 月份，烟台 C P I 同比上涨
0 . 8%，比上年同期回落0 . 7个百
分点；环比下降0 . 8%，比上月回
落0 . 7个百分点，10月份CPI继
续下行，同比环比涨幅双双收
窄。

10月份，八大类消费价格
呈现“六升二降”的运行特点。
上涨的六大类是：衣着类同比
上涨4 . 7%，比上年同期提高0 . 1

个百分点；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及服务类同比上涨1 . 8%，比上
年同期提高0 . 5个百分点；家庭
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同比上
涨1 . 7%，比上年同期提高0 . 3个
百分点；居住类同比上涨1 . 5%，
比上年同期提高0 . 2个百分点；
烟酒类同比上涨1 . 2%，比上年
同期提高0 . 4个百分点；医疗保
健 和 个 人 用 品 类 同 比 上 涨
0 . 5%，比上年同期提高0 . 5个百
分点。

下降的两大类是：食品类
同比下降0 . 6%，比上年同期回
落2 . 5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类
同比下降1 . 9%，比上年同期回
落1 . 1个百分点。

衣着类价格居八大类消费
同比价格涨幅首位。衣着类价
格上涨主要是服装类价格上涨
拉动所致，10月份，男式服装同
比上涨6 . 6%，比上年同期提高
3 . 1个百分点。

10月份，交通和通信类、食

品类价格双双下降，是10月份
CP I涨幅平稳回落的主要因
素。食品类价格下降是10月份
CPI涨幅收窄的次要因素。10月
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下降0 . 6%，
食品类价格的走低主要是鲜蛋
价格、水产品价格、干鲜瓜果类
价格下降拉动所致。

综合多种因素，后期两个
月CPI上行空间有限，市场物
价仍会保持目前的平稳走势继
续运行。

12月“城市月月

休闲汇”出炉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丛宁) 趣游冬季，
玩转烟台，由烟台市旅游局、烟台
市旅游协推出的烟台“城市月月
休闲汇”出炉了，拿着旅游休闲护
照在这个严寒冬季，别猫在家里，
带上家人朋友，来一次温暖舒服
的休闲旅游吧！

在12月的所有周末，只要市民
持烟台《市民休闲护照》，便可享
受栖霞市国露夼“冬日赋闲农家
乐”特惠月活动。冬天是农民赋闲
在家的日子，国露夼景区推出“冬
日赋闲农家乐”活动，游客吃农家
饭、住农家炕、享受秋收冬藏的乐
趣。持休闲护照10元/人(原价30元
/人)。

另外，在12月所有周末，市民
持休闲护照，还可参加栖霞奇石
馆特惠月，奇石馆推出“赏五岳奇
石叹天公造化”活动，当天买门票
进馆的游客入奇石馆玉石厅购物
均可享受七折的优惠政策。

在12月的26、27日是栖霞牟
氏庄园特惠日。主要有胶东民俗
表演，如胶东大鼓表演、吕剧选
唱、扬饽饽等精彩节目。元旦期
间，宝善堂牟家饽饽铺将推出各
种礼盒饽饽产品和动物面塑。采
用牟家百年老磨磨制面粉，用传
统工艺手法加工蒸制各类花色
饽饽产品，让广大游客领略了牟
家饽饽的魅力和风采。持休闲护
照 享 4 折 门 票 优 惠 ( 原 价 8 0 元 /

人)。
冬天是一个滑雪的季节。12

月 2 7日是招远必捷滑雪场特惠
日，这一天持休闲护照滑雪也是
实惠多多，滑雪费持休闲护照享
受6折特惠，大门票20元/人。

除了特惠日，在这个寒冷的12

月份，各大景区还推出很多活动，
比如红色旅游、民俗节庆、乡村旅
游、休闲美食等。

烟台四县市

入2015全国百强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李楠
楠) 日前，《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
2015》发布。烟台有四个县市区入
选2015全国百强县市。其中烟台龙
口市位居综合实力百强第11位，成
为山东综合实力最强县市。

据悉，此次山东入选17个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中，胶东地区收获
颇丰，包揽了7个席位。其中烟台有
龙口市、莱州市、招远市、蓬莱市
分列第11、33、35、65位。

六六对对夫夫妻妻重重温温爱爱的的盛盛典典
第30届相约旗源·重温爱的浪漫婚姻纪念典礼举行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王永军) 28日，第30届相约旗
源·重温爱的浪漫婚姻纪念典
礼在烟台山公园百年教堂隆重
上演，来自全市的六对夫妻重
温婚姻盛典，在场观众无不动
容。据介绍，该公益文化项目由
中华旗袍会及爱联盟单位共同
参与组织。

和谐家庭是子孙学习的榜
样，美满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
石。兑现彼此的承诺，回顾婚姻
纪念的同时，将赋有责任与担
当的“正能量”传递给社会和身
边的每一个人，让中华文化落
地生根，这是全社会的一种共
同心声。

此次公益活动由中华旗袍
会发起，民革烟台市委员会主
办，民革烟台市委员会第八支
部、烟台工商联女企业家协会、
中企联女企业家协会、胜景国
际旅行社、新面孔模特学校、爱
传世文化工程公司等单位协
办。

让 爱 生 根 — —— 让 爱 发
芽——— 让爱开花——— 让爱结

果——— 让爱传承——— 让爱传世。
在仪式中，最老的一对夫妻已经
携手走过57年的历程，最年轻的
一对也结婚7年多，在众人的见证
下，他们向对方彼此说出了感谢。

“今天这个活动确实让人
非常感动。”烟台市三思翻译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旭明与妻
子崔明荣结婚7年多了，期间也
经历过不少磕磕绊绊，这次活
动让彼此再次经历爱的洗礼与

升华，相信以后的生活一定会
更好。

中华旗袍会会长陈燕琴告
诉记者，诚信、忠诚、责任、担
当、奉献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也是中华旗袍会和爱联
盟单位的共同使命，活动的目
的就是旨在传承美好的家文
化，已经成功举办过29届。今
后，每月都将举办一场活动。

随后，中华旗袍会的众多会

员还向大家展示了中华旗袍文
化的博大精深。20多人身着各色
旗袍，或婉约、或典雅、或清新、
通过走秀向观众进行展示。

据了解，活动上还同时启
动了电视剧《穿旗袍的女人》演
员海选暨“旗源”文化传播大使
评选活动。陈燕琴告诉记者，在
随后的时间里，将评选出100名
旗袍文化传播大使，首批40名
将在12月份评出。

5566位位国国画画大大师师““来来了了””
“大师窖藏·走进山东半岛名作展”12月2日开幕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孔雨童) 由山东省文化厅、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主办、烟
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
办、烟台美术博物馆协办的
2015年“大师窖藏·走进山东半
岛名作展”，继济南站、潍坊站、
临沂站、威海站之后，将于12月
2日登陆烟台。

本次展览是山东省文化厅
“2015年度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的重点项目之一，展出包括任
伯年、吴昌硕、林风眠、徐悲鸿、
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石鲁、
李可染、黎雄才、李苦禅、朱屺
瞻、周思聪、钱松岩、吴作人、杜

滋龄等56位近现代国画大家的
精心之作74幅。如此高规格的
名家精品巡展在国内尚属首
次。

参展作品在画科上，以山
水、花鸟为主，间有部分人物与
鞍马动物画，诸法并用，既有致
力于传统文化道法自然、万物
一理、乘物游心的儒道释哲学
追求，亦有以西方美术的空间
模式、写实光影、形体色彩改造
传统美术语言及精神指向的探
索实践。

在传统语言、写实语言、时
代要求的综合作用下，近现代
国画大师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

民族传统、社会现实紧密结合，
致力于塑造表征所处时代的、
具备突出风格的、体现民族特
色的中国画样式，不断推动了
中国画的审美新高度，实现了
艺术性和时代性的高度契合，
作品既具备鲜明的个人艺术烙
印，同时兼具突出的时代生活
印记。

此次展览从 1 2月 2日开
始，将持续到21日，是一次近
距离学习和鉴赏中国近现代
绘画大师作品的难得良机。展
览期间，烟台美术博物馆将安
排专业讲解员和文化志愿者
现场为观众讲解大师作品，在

学术报告厅专门向市民免费
播放《百年巨匠》美术微电影。
美博公共教育部还针对青少
年朋友，策划推出“畅游经典·
我跟大师学绘画”现场临摹以
及“名师名作益智拼图”游戏
活动。

同时，烟台美术博物馆“迎
新年文化惠民月”系列活动也
将拉开帷幕。内容包括举行
2015年度“基层文化示范点”挂
牌仪式、“流动美术馆”迎新年
走基层活动、“悦·书坊读书分
享会”活动、“美博大讲堂”公益
讲座、“艺术家在现场”免费授
课活动等。

烟台食药监加大药品电子监管
117家零售药店被责令改正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秦雪丽) 近日，烟台市食
药监局加大力度推进药品电子监管，对1家零售连锁总
部、117家零售药店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日前，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1家零售连锁
总部、117家零售药店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要求在11

月30日前取得药品电子监管数字证书，并于12月15日前
上传数据、核注核销。逾期不改正的，将按《药品管理
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烟台市食药监局将把药品电子监管数据上传和核
注核销作为飞行检查重要内容，自2016年1月1日起，凡
是不按规定实施的，一律撤销其《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

自2016年1月1日起，消费者凡是发现药品包装盒上
未标注20位电子监管码的，可以拨打12331电话进行投
诉举报，执法人员将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开发区通过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王帅彬)

近日，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对开发区环境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第五次再认证审核。开发区体系建
设满足标准要求，运行持续有效，取得了明显的环境绩
效，顺利通过再认证审核。

近年来，开发区在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有力保
障之下，不断深化企业异味治理，逐步淘汰燃煤锅炉，
推进电力行业脱硝，严格控制扬尘污染，同时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有效促进了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空气质量改
善考核多次位列全市首位。

以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发展为总体思想，大
力完善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设施共享水平，全区
已实现废旧家电、废五金、废塑料、一般固体废物、危
险废物、医疗废物、餐厨废弃物、生活垃圾、城镇生活
污水等九类废物无害化处置和综合利用。

全市生态文明乡村建设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张琪) 27日，全市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领导王继东、徐
少宁出席。会议传达了全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现场会
议精神，观看了莱州、招远、龙口、蓬莱4市生态文明乡村
建设专题片。

市委副书记王继东作讲话，他指出，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充分认识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大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突破关键领域，持
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高标准抓好农村厕所改造，稳步推进为农服务
中心建设，扎实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加强农村民俗文化
的发掘、保护和开发，全面提升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工作
的层次和水平。

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推进机制，坚持做到组织领
导到位、政策资金到位、激励考核到位，推动生态文明
乡村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8日，第30届相约旗源·重温爱的浪漫婚姻纪念典礼举行。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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