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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咖啡品牌定价基本持平，环境营造和房租推高成本

三上市公司
发布三季度报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姜
宁 ) 23日下午，烟台三家上市公
司发布2013年三季度报，在净利
润方面，只有烟台万润有较大提
升，朗源股份和益生股份都同比
有些下降。

从去年末到今年初经历过
速成鸡事件和禽流感事件之后，
净利润仍同比减少。不过益生股
份第三季度的净利润相比前三
季度的这一数额已经好了很多。

而朗源股份第三季度的净
利润甚至还亏损了 1 8 3万元，较
去年同期也是下降了20 . 82%，从
公司三季度报中可以看出，出现
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该公司苹
果出口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22 . 98%，并且还有可能影响
到公司第四季度的相关业绩。

不过，烟台万润第三季度的
净利润却上涨了124 . 5%，这比前
三个月的总体数值要高很多，这
主要得益于公司的上期应收利
息已经基本收回，而且由于化工
行业供应偏紧，价格回升，让烟
台万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微信银行用户

争夺竞争加剧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姜
宁 ) 继几个月前首款微信银行
上线之后，各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微信银行业
务。

“现在微信银行已经有了各
种业务免费服务以及预约排队
等将近 3 0 0项服务，都是最近推
出的。”光大银行的客服人员告
诉记者。兴业银行也在近日发出
通知，到 1 1月底为止，使用该行
的借记卡和信用卡办理微信支
付，可以获得一定的话费充值。

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种种优惠，国有商业银行则的微
信银行业务还比较传统，只是新
加了理财服务和转账免费这两
大主要业务类型。

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电子
银行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
的时候，各家银行风靡于搞电子
银行业务，都是在赔着本搞，最
近的微信银行业务更是需要“金
元政策”才能快速的推广下去。

商业银行尝试
涉足P2P贷款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姜
宁 ) 近日，一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发售了一款投融资业务，其业
务模式与融合投资方、融资方的
P2P平台类似，这表明这商业银
行开始涉足P2P贷款业务，将开
始与全国数百家投资公司“争
食”。

商业银行初尝 P 2 P贷款模
式，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很有
可能扩展到整个银行业。但是，
这并不代表着P2P贷款模式在现
在就是非常安全的。“监管问题
非常重要，现在P2P贷款模式在
中国缺乏监管，按理来说是归银
监局监管，但是这些投资公司注
册的是有限责任公司，那就属于
工商局监管，但是工商方面会因
为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涉及资
金方面而监管不了。”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代曼)

日前，国内星巴克咖啡价格比国
外售价高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22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咖啡
店发现，目前不同连锁咖啡店内的
咖啡饮品价格基本上处在同一水
平线上，一杯咖啡平均价格在30元
左右。在咖啡店经营者看来，咖啡
定价除了要考虑咖啡原料成本外
还要综合店租、人工和设备。

“来一中杯拿铁和核桃麦芬。”
22日上午，市民姜先生来到星巴克
振华店内消费了45元，在等餐的时
候他已经拿出Ipad使用无线上网，

“中杯拿铁30元，和二楼的太平洋
价格差不多吧。”姜先生说，他并不
觉得星巴克价格很贵，因为市场上
同样的咖啡都是这个价格。

走出星巴克，记者随后又来到
太平洋咖啡、咖啡陪你、北京加娃
咖啡店等其他连锁咖啡店，发现一
中杯拿铁的价格都在30元左右，除
了北京加娃一些特色酒品咖啡超
过40元外，其它咖啡品种价格在25

元至35元不等，与星巴克店内同类
的咖啡售价基本相当。而烟台一些
本土咖啡馆的咖啡价格也在20元
至30元不等。

“前几年烟台咖啡店不多，那
个时候就有卖到30多元一杯的咖
啡。”80后的悠悠在烟台经营一家
咖啡馆，说起现在市场上咖啡的价
格，她感慨道，大家关注咖啡的价
格或可与它不是生活必需品有关，

“吃顿饭花几百元可能没什么，但
喝杯咖啡话二三十就会觉得贵
了。”

“现在的咖啡店内基本都提供
免费无线网，我们的店里还有电脑
和大量书籍免费提供给大家，这些
算是服务附加值。”在悠悠看来，店
租要占到咖啡店的成本的一半，

“越是地段好的价格越高，像我这
样的小店，要是在振华开店，每一
杯卖到40元也得赔死，而且现在一
台咖啡机就要七八万元，还有要考
虑到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投入。”

22日上午，记者分别来
到位于振华商厦的星巴克咖
啡店发现，虽然是周二，但店
内客流不断。在振华星巴克
店内，5分钟内就有8位顾客
进来选购，其中6名顾客选择
在店内消费。

探访发现，大部分顾客
表示花二三十元买杯咖啡可
以接受，市民顾女士说，“现
在什么都贵，二三十块钱也
买不了什么，并且喝咖啡也
是冲着环境来的。

像太平洋、咖啡陪你等连

锁咖啡店内都设有会议室，在
星巴克咖啡店内，记者还看到
了“26日有咖啡交流活动”的
通知，太平洋咖啡烟台店店长
孙女士说，除了服务和环境，
品牌咖啡还会带来生活方式
和消费习惯的改变。

服务环境好，喝咖啡的不嫌贵

在芝罘区一家广告公司
工作的姜鹏说，前两年星巴
克的“绿色美人鱼标志” 只
能在超市的马克杯上才能看
到，但现在各大商场内都能
看见星巴克的店面。

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星巴

克已经在烟台有了4家店，太
平洋咖啡有了2家店，咖啡陪
你也有了2店，再加上一些咖
啡品牌的布局，短短一年时间
内烟台多了十几家咖啡厅。

星巴克中国公司公关部
负责人王星蓉介绍，星巴克

在进入一个新城市之前，都
会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消费
市场进行评估，烟台具备较
大潜力。太平洋咖啡CEO汤
国江认为，在烟台开店是太
平洋咖啡在华北地区发展的
必然选择。

多个咖啡品牌看好烟台市场

海南香蕉扎堆上市，价格大“跳水”

两两元元一一斤斤仍仍少少人人问问津津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张倩倩 ) 近日，随着海南香
蕉扎堆上市，烟台市面上的香
蕉价格集体“跳水”，从原来的
3元至4元一斤降到了2元一
斤。虽然香蕉价格便宜了，但
香蕉销量却很一般。

23日，记者走访了烟台塔
山市场、红利市场、振华超市
等地的水果零售点，发现香蕉
价格一般在2元，像塔山市场
在2 . 5元一斤，振华量贩超市
却1 . 9元一斤。香蕉集体大降
价，让很多商贩的利润也降了
不少。鲁东大学一水果销售老
板告诉记者，一箱香蕉17斤，
批发价30元，“但现在一斤2块

钱，一箱香蕉才挣4块钱”。
烟台香蕉价格为何集体

“跳水”？记者采访了许多港城
的香蕉商贩，他们都称自己的
香蕉是海南蕉，香蕉价格下降
主要是海南香蕉正值丰收季，
许多还未成熟的香蕉都开始
扎堆上市所致。

记者发现虽然香蕉价
格跌至 2元，比市场上大多
数水果都便宜，但仍少人问
津。红利市场上的水果商贩
蔡师傅表示，一天也就能卖
几箱。“主要原因还是现在
水果种类多了，许多北方的
水果都大量上市，市民的选
择多了。”

烟烟台台鲜鲜苹苹果果获获智智利利出出口口资资格格
有助打破八成保鲜水果输往中低端市场的境地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孙芳芳 通讯员 徐明艳 孙
伟东) 近日，智利农牧局同意
烟台辖区6家企业获得对智利
保鲜水果出口资格。这次获得
智利出口资格是烟台保鲜水果
在国际水果市场的一个突破。

10月14日，受质检总局邀
请，智利农牧局派专家对烟
台苹果质量安全体系进行了

考核审查。智利专家认为，烟
台苹果生产、加工全过程质
量安全体系健全，官方检验
检疫监管到位，符合智利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意烟台
辖区 6家企业获得对智利保
鲜水果出口资格。

为帮助企业打入智利市
场，烟台检验检疫局针对智利
的检疫要求，指导出口企业补

充完善果园、包装厂质量管理
体系，督导出口企业完善符合
智利官方要求的病虫害监控体
系。

烟台是山东省水果出口量
最大的地区，年出口保鲜水果
20余万吨。目前，烟台8成以上
的保鲜水果只能输往东南亚、
中东等中低端市场，高端市场
占有率较低已经成为制约烟台

市水果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之
一。

海阳津成泰农产品发展有
限公司是此次获得出口智利资
格的6家烟台企业之一，总经理
崔广忠称，智利是水果产业高
度发达的国家，也是动植物检
疫制度极为苛刻的国家。此次
能够获得出口智利的资格，对
于烟台水果来说是一次突破。

逛完商场在来星巴克喝杯咖啡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本报记者 代曼 摄

22日，红利市场上，市民购买1块5一斤的香蕉。 记者 张倩倩 摄

延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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