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人人均均支支付付宝宝花花费费4477336699元元
位居全省第四，龙口上榜人均支付百强县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你花了多少钱？”这句
话想必将成为这两天市民谈论
的焦点话题，支付宝2015年账单
出炉，不少市民在网上晒出“全
年账单”，看着每年上涨的数
字，你有没有剁手的冲动？据支
付宝2015年账单数据显示，在支
付总额方面，山东位居全国第
6，人均支出位居第12位，烟台市
民人均支付额位居全省第4位，
为47369元，同比增长56%，仅次
于青岛、济南和威海。

随着网上消费的增多，支
付宝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少的
一种支付工具，网上购物、水电
煤缴费、信用卡还款、转账、理
财、O2O等等很多服务都可以使
用它，在给市民带来方便的同
时，每年一度的支付宝账单也
记载了您一年的花费。近日，支
付宝2015年账单出炉，不少市民
将一年的点滴花费晒在网上，
不禁大呼“又涨了不少”。

12日，支付宝发布2015年全
民账单：人均年支付最高地区

超10万，移动支付占比65%，2015

年，按省级行政区划分来看，上
海人均支付金额排名全国首
位，达到104155元，成为首个人
均支付突破10万元的省级行政
区，浙江省以94192元排第二，北
京、江苏和福建分列3-5位。作为
经济先导地区，上海人均支付
破10万标志着网上人均支付开
始迈入“10万时代”。不少网民感
叹，“不知不觉中，支付宝将自
己炼成了土豪”。

看了全国的数据，再看看
全省和烟台的数据，山东省支
付总额在全国排名第6，支付金
额占全国的5 . 37%，人均支出
38590元，位居全国第12名，其中
移动支付占比67 . 2%，位居全国
24位。从全省数据看，青岛市人
均支付额55844元，同比上涨
65%；济南市人均支付额48154

元，同比上涨50%；威海市人均
支付额47630元，同比上涨45%；
烟台市人均支付额47369元，同
比上涨56%，分别位居全省第
一、第二、第三和第四。

在人均支付百强县中，浙
江省有33个，在全国遥遥领先，
山东省有8个，仅次于浙江、江
苏、福建，数量位居全国第四
位。在入围人均支付百强县的8

个县市中，咱们烟台的龙口市
榜上有名，人均支付金额39107

元，仅次于即墨市、胶州市，位
居全省第三。另外，寿光市、青
州市、邹城市、章丘市、滕州市
也榜上有名。

有意思的是，黄焖鸡米饭
成第一国民料理，店均消费金

额最高，杭州、武汉人最爱点外
卖。学生理财崛起，每5个投资
客1个是学生，90后取代80后成
投保主力。海外消费力惊人，线
下刷支付宝人均花1285元，退税
人均金额超540元。

全民账单数据显示，2015

年，发红包最豪爽的男人来自
漳州和杭州，去年分别人均发
了1477元和1433元红包，紧随其
后的是莆田、温州和潍坊。从人
均金额上看，三四线城市发红
包普遍比大城市阔绰。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记者从烟台海关了解到，1月
8日，烟台海关为某企业自澳大利
亚进口的72吨葡萄原酒办理了通
关验放手续。这是自中澳自贸协定
正式生效以来，在烟台口岸通关的
首票进口受惠货物。

据了解，中澳自贸协定2015年
12月20日正式生效，按照协定要
求，澳大利亚将在5年内对全部中
国原产货物实行零关税，中国在经
过最长15年过渡期后对96 . 8%税目
数的澳大利亚原产货物实行零关
税。

“中澳自贸协定生效后，降税
优惠对我们来说是重大利好，减轻
了企业的经济负担。”负责货物进
出口报关的烟台嘉宏报关行有限
公司经理李昌毅说，根据中澳自贸
协定，这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
原酒，商品进口关税率由20%降至
现在的12%，企业因此节省税款7 . 5

万元，从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烟台口岸首票中澳

自贸协定受惠货物通关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孔雨
童) 2016年烟台市专业艺术院团
演出季将于16日晚在烟台吕剧院
拉开帷幕。本次上演的剧目为复排
传统吕剧《小姑贤》。“专业艺术院
团演出季”为烟台市多年来打造的
文化品牌，目前已经举办了14届，
演出总场次达到1100多场。

烟台市专业艺术院团演出季
以市直三院、烟台艺术学校、市文
化发展公司以及各类民营演出机
构为主体，以引进国内外演出为补
充，以市区大剧院、市府礼堂、广电
剧院、市京剧院小剧场等为主要演
出场所，演出场次逐年上升，举办
以来总场次达到1100多场。

此外，烟台市一直通过挖掘市
直专业剧团潜力，每年推出形式多
样的“京剧演出月”“吕剧演出月”

“歌舞演出月”“菊坛名将走马换
将”等丰富多彩的公益演出活动，
不仅受到观众欢迎，而且促进了市
直院团创新发展。

烟台市专业艺术院团

演出季将开幕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雪杰 夏天棋)

日前，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
据《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药品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规定，对
龙口市恒泰医药有限公司做出吊
销《药品经营许可证》行政处罚决
定。

龙口市恒泰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严重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从不具有药品经营资质的
个人处购进药品、在核准地址以
外的场所储存药品以及未经批准
擅自改变经营方式，已不具备药
品经营基本条件。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强
调，要着重加强药品购进渠道监
管，凡是随货同行单与药品收货
地址不符的，一律视为非法渠道
购进，立案查处；要着重加强药品
电子监管码流向查询，凡是发现
流向与实际不符的，要追根溯源，
一查到底。

对发现的食品药品质量问
题，欢迎市民拨打12331进行投诉
举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及时
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龙口恒泰医药

被吊销经营许可证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
永军) 13日，烟台市环保局发
布了去年12月市区环境空气质
量情况。根据《烟台市区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12

月份，六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排名依次为：莱山区、福山区、
高新区、芝罘区、牟平区和开发
区。

12月份，市区环境空气质
量四项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
同比出现改善，其他三项污染
物同比恶化，其中：可吸入颗粒
物(PM10)平均浓度为106微克/

立方米，同比恶化-29 . 3%；细颗
粒物(PM2 . 5)平均浓度为83微
克/立方米，同比恶化-69 . 4%。

二氧化硫(SO2)平均浓度为
3 5 微 克 / 立 方 米 ，同 比 改 善
18 . 6%；二氧化氮(NO2)平均浓度
为43微克/立方米，同比恶化-

7 . 5%；蓝天白云天数为17天，同
比减少10天。空气质量优良率
61 . 3%，同比减少19 . 3个百分点。

在可吸入颗粒物(PM10)方
面，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最低的
区是莱山区，为92微克/立方
米，最高的区是牟平区，为135

微克/立方米；同比出现改善的
区是莱山区，改善幅度为4 . 2%，
同比恶化幅度最大的区是福山
区，为-66 . 1%。

在细颗粒物 ( PM 2 . 5 )方
面，细颗粒物浓度最低的区是
福山区，为64微克/立方米，最
高的区是牟平区，为88微克/

立方米；六区同比均出现恶
化，其中开发区恶化幅度最
大，为-97 . 7%。

说到二氧化硫(SO2)，二氧
化硫浓度最低的区是高新区，
为28微克/立方米，最高的区是

芝罘区，为42微克/立方米；六
区同比均出现改善或持平，其
中芝罘区改善幅度最大，为
22 . 2%。

在二氧化氮(NO2)方面，二
氧化氮浓度最低的区是牟平

区，为37微克/立方米，最高的
区是芝罘区，为49微克/立方
米；同比出现改善的区是牟平
区，改善幅度为14 . 0%，同比恶
化幅度最大的区是开发区，为
-15 . 8%。

市环保局发布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去去年年1122月月莱莱山山区区气气质质改改善善最最好好

近日，有匿名网友发布
关于万达公馆交房质量的文
章，并利用微信朋友圈广泛
传播。该文章罔顾事实，利用
大量施工过程中的照片恶意
诋毁万达公馆交房质量，严
重误导舆论，混淆视听，对我
司商誉进行毁谤。同时个别
媒体未经调查甄别，进行不
实报道，严重损害了我公司

的企业形象和广大业主的利
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此，我公司严正声明：
1、作为负责任的企业，我

公司欢迎社会各界通过合法
途径对企业进行合理监督；

2、为保障业主的合法权
益，我公司已开启提前验房
活动，目前 3 #、4#、5#、6#楼
已达验房条件，欢迎各位业

主实地验房，提出宝贵意见。
我公司尊重每一位业主的利
益诉求，针对业主提出的合
理意见，我公司定会依据双
方 签 订 的《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全力整改，切实维护业
主的合法权益；

3、对于编制虚假新闻，
误导社会舆论，侵害我公司
和广大业主权益的媒体和个

人，我公司必将依法追究其
责任，索赔损失！

希望社会各界、新闻媒
体及广大业主朋友们理性甄
别各种谣言，不盲目信谣传
谣，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烟台芝罘万达广场有限
公司

2016 . 01 . 14

烟烟台台芝芝罘罘万万达达广广场场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严严正正声声明明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马丽娜) 记者从
烟台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了
解到，2015年，烟台物价运行整体
平稳，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涨跌
互现，其中粮食价格小幅下降，
鸡蛋价格降幅较大,蔬菜价格温
和上扬，花生油、猪肉价格涨势
明显。

受小麦连年丰收，出口需求
减少等因素影响,2015年小麦价格
小幅下降，据监测，全年平均每
500克1 . 26元，同比下降3 . 17%。受
小麦价格波动影响，面粉价格微

幅下降，面粉(特一粉)全年平均
价格1 .71元，同比微降0 .23%。

受玉米连年丰收，库存压力
较大影响，玉米价格总体呈下降
态势,据监测，全年平均每500克
1 .13元，同比下降8 .06%。

受上年花生仁市场行情低
迷，农民种植积极性受挫等因素
影响，花生种植面积减少，花生
仁价格明显回升。据监测，全年
平均每500克5 . 84元，同比上涨
20 .75%。受花生仁价格波动影响，
花生油价格涨势明显，花生油(散
装)全年平均价格10 .70元，同比上

涨13 .12%。
烟台生猪价格涨势明显，

据监测，全年平均每500克7 . 49

元，同比上涨14 . 75%。生猪价格
上涨拉动猪肉价格明显走高，
据监测，猪肉(五花肉)全年平
均 价 格 1 2 . 0 6 元 ，同 比 上 涨
11 . 02%。鸡蛋价格呈“W”型震
荡走势，总体降幅较大。据对市
区6个农贸市场监测，全年平均
价格每500克4 . 19元，同比下降
16 . 06%。

蔬菜价格季节性波动明
显，整体小幅上涨，据监测，15

种主要蔬菜全年平均价格每
500克2 . 95元，同比上涨7 . 25%。
进入11、12月份，受冬季降温降
雪天气影响，蔬菜价格明显上
扬，环比分别上涨 1 5 . 6 8 % 、
24 . 54%。

去年，烟台市主要粮油副
食品价格总体保持低位平稳运
行，其中，花生仁、生猪等价格
涨势较为明显，主要是受2014

年价格水平较低影响所致。预
计2016年，主要粮油副食品价
格将延续2015年稳中偏弱走
势，呈低位运行态势。

烟烟台台去去年年生生猪猪价价格格涨涨了了一一成成多多
全年物价运行整体平稳，预计今年将稳中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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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份，可吸入颗粒
物浓度最低的是蓬莱市，为100

微克/立方米，最高的是莱州
市，为153微克/立方米；八县市
同比均出现恶化，其中长岛县
恶化幅度最大，为-148 . 2%。

在细颗粒物(PM2 . 5)方面，
细颗粒物浓度最低的是海阳
市，为64微克/立方米，最高的
是栖霞市，为112微克/立方米。

去年12月份，二氧化硫浓
度最低的是长岛县，为11微克/

立方米，最高的是招远市，为50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幅度最
大的是海阳市，为57 . 6%，同比
出 现 恶 化 的 是 龙 口 市 ，为 -
6 . 5%。

说到二氧化氮(NO2)，二氧
化氮浓度最低的是长岛县，为
23微克/立方米，最高的是栖霞
市，为5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的是莱阳市，为
25 . 0%，同比恶化幅度最大的是
栖霞市，为-33 . 3%。

蓬莱PM2 . 5浓度最低

制图：李艳梅


	J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