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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员工跳槽，奖金年后发
临近春节用人紧张，许多企业一边忙着四处挖人，一边防着员工走人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
芳芳) 临近春节，各企业一
边忙着四处挖人，一边还得
想方设法留住人。记者走访
发现，各企业为了留住员工，
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有的将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压下一
半，有的将年终奖推到年后
发。

“本来还指望年底能拿
上沉甸甸的红包，这下全泡

汤了。”在开发区一家电子厂
做业务员的小刘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公司曾明确告
诉员工，只要在单位工作3年
以上都会领到6000元的年终
奖，但是12月发奖金时却变
了。“说好的6000元奖金只领
到3000元，剩下的说是等过完
春节再补上。”小刘告诉记
者，他们公司大部分客户的
款项都已经支付，根本不可

能存在资金周转不开的情
况，春节后国外还会有大批
订单过来。大家推测，公司之
所以这么做，就是怕员工跳
槽，想让员工春节后能够按
时来上班。

牟平区一家机械加工厂
同样存在工资及年终奖缩水
的情况。王师傅在这家工厂
已经工作5年了，按照公司规
定，像他这样的元老级员工

12月份工资连同年终奖应该
在16000元左右。但最终公司
只发给了他12000元，剩下的
说要留到春节后再发。“工厂
也担心员工春节过后不来上
班，这样肯定会影响到工厂
的正常业务。”王师傅告诉记
者，工厂培养员工不容易，从
带徒弟到真正熟练需要很长
一段时间，为了留住人，工厂
这么做他能够理解。

不少企业的做法，让一
些本来打算跳槽的员工很纠
结。“走，就拿不到奖金。不
走，好不容易找到的‘高枝’
就攀不上了。”赵群告诉记
者，早在半个月前，他家里就
帮他联系了一家外资企业做
财务工作，年后报到，但现在
单位压了他3000多元的年终
奖。

年前领不到年终奖，员

工们失望，企业主也感到无
奈。“年终奖留到年后发，就
是为了留住人，这也是没办
法的办法。”牟平区某机械加
工厂的一位经理坦言，用这
种方式留员工实属下策，但
他们也很无奈。“每年春节前
后都是跳槽的高峰期，哪家
公司都想用熟练工，好不容
易培养起来的人就这么跳槽
走了，谁都不甘心。”

大量白菜烂在地里没人要
越卖越赔，牟平区下雨村的菜农很受伤
本报记者 李娜

蔬菜价格全面上扬
春节前预计还会涨

本报1月8日讯 (通讯
员 柳少利 记者 李园
园) 受天气影响，烟大市
场蔬菜价格大涨，4个普通
大小的青椒就花七八元。

“黄瓜4 . 5元一斤、油
菜4元一斤……”8日，记者
在烟大市场发现，较元旦
前，蔬菜价格又抬头，都有
不同程度的上涨。记者买
了3个西红柿花了4块钱、4

个不算大的青椒花了7 . 4

元。“前几天不断降雪，菜
不涨才怪。”一菜贩告诉记
者，天不好蔬菜产量低，量
少就贵了。

物价部门监测的15种
蔬菜零售价格目前为每斤
平均3 . 28元，较元旦前上

涨15 . 4%，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 8%。其中青椒、油菜、冬
瓜、黄瓜、卷心菜、茄子、芸
豆的零售价格分别为每斤
5 . 92元、3 . 17元、2元、4 . 33

元、2元、3 . 75元、6元，较元
旦 前 分 别 上 涨 4 5 % 、
4 0 . 7 4 %、2 6 . 3 2 %、2 0 %、
15 . 38%、12 . 5%、16 . 7%。

此轮蔬菜价格上涨，
天气脱不了干系。入冬以
来，烟台地区持续降温降
雪，延长了大棚蔬菜的生
长周期，本地蔬菜出菜量
不足。前几天烟台又连续
降雪，给外地蔬菜运输带
来了较大困难，上市量减
少。至春节前，预计蔬菜价
格将进一步上涨。

海带里炼出海藻肥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苗华茂 ) 海带里能炼
出海藻肥，而且还能有效
改善农作物的品质。7日上
午，嘉特生物2012年度市
场战略发展精英峰会在烟
台召开，有关农业专家在
会上对这种新型肥料作了
详细的讲解。

烟台嘉特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祖华介
绍，2011年1月，山东渤海
实业集团出资1500万元入
股嘉特。一年来投资近千
万元，新建了3000多平方
米的有机肥车间、海藻肥
包装车间，新上了4条自动
化生产、包装线，在国内海
藻肥生产厂家中率先实现
了自动化灌装。2 0 1 1年3

月，嘉特海藻肥通过了国
家环保部(OFDC)有机产

品认证，是国内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通过环保部有
机认证的海藻肥产品。
2011年5月，嘉特公司取得
了国家商检总局出口植物
源肥料的出口登记注册，
成为山东肥料出口的领军
企业。

烟台嘉特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尚
宗良告诉记者，“嘉特”
海藻肥的主要原料是从
海带中提炼出来的，含有
很多不饱和酸和海藻多
糖。“多糖”的作用，简单
地说就是把植物所需的
微量元素进行合理分配，
以便于植物吸收，而不是
盲目添加微量元素。这样
可以避免产生药害和高
残留，不会影响作物的平
衡生长。

万达风行景逸4S店
1月15日举办答谢会

本报1月8日讯 (通讯
员 宋杰 记者 卜宪
超) 春节临近，烟台万达
风行景逸4S店景逸LV又
开始了春节冲量，特殊车
型最高优惠达到3000元，
外送价值3000元的装潢等
大优惠，并将在1月15日举
办新老客户答谢会，在此
期间有礼品相送，同时开
展汽车保养维护知识讲
堂。

据了解，相对于景逸
系列其他车型，景逸LV充
满时尚个性的外观特征异
常明显。红黑双色内饰，配

以中置数显仪表等充满科
技感的元素，呈现了景逸
LV充满运动感的特质。此
外，基于运动感的设计理
念，景逸LV的底盘离地间
距相对于普通的轿车略
高，这便为其提供了更加
宽广的视野。同时，高车顶
设计使驾乘者能够最大程
度地获得空间带来的舒适
感。

主推车型景逸1 . 5LV

搭载高性能的环保发动
机——— 三菱4A91发动机。
这款全铝发动机，是当下
全球最先进的小排量发动
机之一，实现了轻量化设
计与充沛动力的完美结
合。1月15日，万达风行4S

店将举办新老客户答谢
会，在此期间有礼品相送，
同时开展汽车保养维护知
识讲堂。

在下雨
村村口，大
片的白菜在
地 里 没 人
收，菜心已
被冻得无法
食用。 本
报记者 李
娜 摄

东西贵了，大家常说“买不起”。如今白菜很便宜，菜农也开始“卖不起”了。
春节临近，牟平区姜格庄镇下雨村的田地里，大量白菜硬邦邦地冻在地里。

菜农反映，由于今年白菜太便宜，雇工价格上涨，他们越卖越赔钱，许多种植大户
干脆将白菜遗弃在地里不要了。

眼看春节快到了

白菜还在地里

8日，当记者进入牟平
区下雨村村口时，立即被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田间
蒙着一层雪，成片的白菜
一棵棵立在地里，显得很
荒凉。过往的村里人对此
却并不惊讶：“没人收，只
能烂在地里面。”

2011年秋季，烟台本地
大白菜普遍丰产，而菜农们
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丰产并
没有给他们带来丰收。

记者走进这片没有收
获的田地，大白菜如今成
了黄褐色的，摸起来特别
硬。扒开外层的十几片白
菜叶，里面是碎碎的冰屑。
整个白菜被冻得很难看，
体积也缩小了很多。

“你扒也没用，里面的
菜心已经冻坏了，这菜一
点用都没有了。”一位路过
的村民对记者说，连着下
的几场雪已经把地里的白
菜冻坏了。

孙传进种了8亩白菜，
最后只卖出去3亩。剩下的
5亩白菜如今都躺在地里。
“咱花了钱出了力，最后白
忙活。”一说起白菜的行
情，孙传进就觉得特没劲。

在村子里，白菜烂在地
里并不稀奇，还有的种植大
户十多亩白菜都没收。

孙后杰这阵子也很受
伤，前年白菜行情好的时
候，他一点也没种植。去年
夏天，他投入10万多元种了
100多亩白菜，不料秋季丰收
时却遭遇坏行情。到现在，
他只卖掉很少一部分，绝大

部分都烂在地里不管了。

8分钱一斤批发

结果越卖越赔钱

孙传进完全没想到，今
年的白菜连成本价都卖不
到。“8分钱一斤我卖了3亩地
的，结果算算，越卖越陪。”

从耕地、种菜、施肥、浇
水到白菜秋季丰收，种一亩
白菜成本要近千元。“现在
什么都涨价，肥料贵，雇工
也贵。雇一个男工一天是六
七十，女工是四五十，但一
亩白菜商贩只给500块钱，算
下来真是没什么道道。”在
下雨村的一个商店前，几位
村民都在倒着苦水。孙传进
说，他也曾自己去市区卖过
菜，结果连油钱和人工费都
没挣出来。

如果把白菜收了，过

完春节再卖会怎么样呢？
孙传进一听这个说法立马
摇了摇头。他说，挖地窖窖
白菜又是一笔大开支，春
节后白菜价格还不知道如
何，他不想再冒险了。

和他有同样感受的村
民不在少数，一位老菜农告
诉记者，他只种了两亩白
菜，也没有卖完，现在还窖
在地里。他说：“能卖点是一
点，至少赚回点本钱吧。年
轻人嫌麻烦，干脆就不要
了。可惜了那些白菜，去年
批发都是5毛一斤啊。”

几场雪后，烟台的蔬
菜价格开始抬头。白菜的
零售价也有所微涨，在一
些市场已经卖到了五六毛
钱一斤。但遗弃在牟平区
下雨村田里的白菜，却早
已经成了废菜。

网购族把商场变试衣间
试好尺寸上网下单，实体店销售员无可奈何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芳芳) 临近春节，港城
各服装柜台纷纷打起价格
战，但很多年轻人还是把
目光投向了网购。他们把
商场变成自己的试衣间，
试到合适的衣服后再到网
上低价购买。

“每天试衣服的都有
那么多人，但不少人只试

不买。”8日上午，市区一家
大型商场的服装区人流拥
挤，服装销售人员跑前跑
后为顾客调换衣服的尺
寸、颜色等。销售员小李告
诉记者，她在顾客试穿时
经常听到顾客说：“穿着舒
服，改天我去网上买。”

记者了解到，这些在
专柜试衣后再去网购的顾
客，以年轻白领和在校大
学生为主。他们的特点是
虽喜欢购物，但又没有雄
厚的经济实力。这个群体

给商场的工作人员带来了
很大的工作压力，但也无
可奈何。百盛一家知名品
牌女装的销售员告诉记
者，顾客是否只试不买很
难分辨，因此毫无办法。

“前两天我刚在网上
淘了条裙子，不论款式还
是颜色，都跟商场里的一
模一样。”在开发区一家企
业做会计的张宇告诉记
者：“网上买的花了499元，
商场里卖到2000元，即便
商场现在五折销售，也要

1000元。”
记者采访了淘宝网的

多家服装店主，不少店主
告诉记者，网店没有店铺
租金、装修水电等费用，而
且不需要交税，因此在成
本上比实体店有着明显的
优势。不过网络购物虽然
便宜，但风险也有。“最恼
人的就是遇到假货。”经常
网购的张宇告诉记者，她
在网上买衣服都是选择品
牌专卖店，这样能大大降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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