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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姜你你军军””再再现现，，两两个个月月价价格格翻翻番番
每斤7元，是去年同期近3倍

见习记者 吴江涛

八九月份，姜的价格就已
经保持每斤五六块的高价，不
少市民都期待10月份新姜上
市之后，姜价能有所下降。如
今新姜虽然上市了，但供应紧
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

在红利市场，周女士说，国
庆节之前，她就注意到，市场上
的姜并不是很多，“有的商贩后
来就没再来市场上卖姜了，因
为他们存的姜卖完了。”

据了解，“毒生姜”事件发
生以后，潍坊的姜在市场上“失
宠”，不少批发商中断了潍坊的
生姜货源，姜的供应开始紧张
起来，价格也就随之大幅上涨。

此外，“毒生姜”事件打击
了不少生姜种植户的信心，不
少种姜的农户纷纷改种其他
蔬菜，也致使姜的供应量减
少。另据了解，今年生姜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每斤三
四元的价格，甚至更低。去年
大部分时间姜价也一直保持

低迷。长时间的低价致使种植
户的收入减少，这也促使不少
生姜种植户选择了退出。

所以，如今虽然新姜开始
上市，但供应紧张的情况并没
有得到缓解，而更受欢迎的干
姜，存货也在逐渐减少。

一方面供应紧缺，另一方
面需求却在增加。每年进入10

月份以后，姜的消费量都会增
加，今年也不例外。需求增加
遇上供应紧缺，自然导致姜价
再次上涨。

本报10月9日讯 (见习记者
吴江涛 ) 最近两个月，姜价

一直居高不下。近日，记者走
访发现，烟台市场上姜价再次
大幅上涨，目前干姜价格已经
普遍涨到每斤 7块钱的高价。
商贩们直言，姜价有可能继续
上涨。

9日上午，家住面市街的周
女士来到红利市场买菜，她在一
个摊位前随手拿起一块姜，还没
开口，摊主就脱口而出：“一斤7

块钱，又涨价了！”
“太贵了，国庆节前还5块一

斤呢，本来想着10月份会降下
来，没想到反而涨价了！”周女士
说，她本来是打算多买点姜的，
一听姜价大幅上涨，她有点犹豫
了。

商贩介绍，每斤7块是干姜
的价格，新姜稍便宜，每斤6块。

“干姜比较香，所以贵些。”商贩
说，现在新姜虽然上来了，但老
姜在减少，姜的存货并不多，所
以姜价还有可能会更贵。

据了解，今年8月份之前，姜
价一直徘徊在每斤3块钱上下，
从8月初开始，姜价开始上涨，两
个月时间，价格已经翻番，从8月
初的每斤3 . 5元左右涨到了如今
的每斤7元。而在去年同期，烟台
市场上的姜价只有每斤2 . 5元左
右。

在市区其他几家农贸市场，
每斤干姜和新姜的价格也分别
涨到了7块和6块，一块巴掌大的
姜就需要四五块钱。“最近一直
在涨，从5块涨到6块，现在又涨
到了7块。”一位商贩说。

烟台市物价局监测数据显
示，德胜市场的姜价在国庆节前
就已经涨到了每斤8块的高价。

面临被淘汰命运

高能耗家电忙促销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尹海
涛 见习记者 张倩倩 ) 10月1

日起，五类家电产品正式实行新的
能效标准，新标准对五类家电产品
提出更高能效要求，这意味着高能
耗产品即将退出市场。近日，记者
走访港城各大家电卖场发现，老2

级3级等高能耗家电产品多数在降
价促销，降幅在六七百元。

在五星电器，一款老2级的海
信洗衣机原价是2298元，现在只卖
1598元；在三联家电青年路店，一
款型号为XPB65-810S的老3级帝
度洗衣机才675块钱……走访多家
家电市场发现，不少老2级3级的洗
衣机都在2000元以内，老3级的大
多低于1000元。五星电器海信洗衣
机的一位销售人员说，新标准实
施，这些老2级产品都得退出市场，
所以都能便宜个六七百元。

一方面，高耗能的产品正在降
价促销，另一方面，新标准产品却
很少见。苏宁电器美的空调销售人
员介绍，目前美的空调没有最新的
1级产品。三联家电青年路店经理
肖经理说，虽然商场已经听到了新
能效标准实施的消息，但并未正式
接到厂家通知，烟台地区家电新产
品上得比较慢。

7月下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关于批准发布61项国家标准
的公告》，要求自今年10月1日起，
平板电视、变频空调、空气能热水
器实行新能效标准，吸油烟机、空
气能热水器的能效标准更是首次
制订并实施。其中，变频空调原先
的1级、2级能效空调等级自动下调
为2级和3级，同时新增更高标准的
1级能效等级，老3级及以下变频能
效产品都要被淘汰。洗衣机的新能
效标准更是将目前1级能效的产品
直接降至5级，其他等级的产品都
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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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争相提高

中长期存款利率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姜宁)

继几个月前光大银行、中信银行
首先将2年、3年、5年中长期存款利
率上浮到基准利率的1 . 1倍之后，
上月底，民生银行已紧跟而上。据
悉，华夏银行和工商银行可能也会
在近期有所行动。

虽然对各家银行来讲，3年期、
5年期这类中长期定期存款所占存
款总量的比重很低，但是各家银行
依然对此非常看重，一家银行上浮
了利率，多家争相效仿。“主要还是
为了引导市民将资金投入到中长
期存款中来。如果通过理财产品揽
储，因为理财产品期限短，最多一
年就会出现规模化的揽储压力，而
要是市民能将大额资金放在银行
三五年不动，那银行的日子就好过
多了。”业内人士分析。

产量减少需求增加，姜价居高不下
“毒生姜”事件后，卖姜不赚钱，不少姜农不干了

延伸调查

本报10月9日讯 由山东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山东省广
告协会、烟台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山东省第十四届广告节
将于10月19日至20日在烟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

据了解，1989年山东省举
办首届优秀广告作品展，至
2011年已成功举办了13届。广
告节每两年举办一届，现已成
为全省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广告盛会，成为山东省广告企
业、媒体、学术教育界交流展示
的平台，也成为与全国乃至世
界广告业界交流的重要窗口。

山东省第十四届广告节
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广告展
示、企业形象展、山东省弛著
名商标企业形象展、优势广告
媒体推介交易拍卖会及2012、
2 0 1 3年度获奖广告作品颁奖
仪式等等。

山山东东省省第第十十四四届届广广告告节节将将在在烟烟举举办办
时间：10月19日到20日 地点：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姜
宁 ) 9 日 下 午 ，兴 民 钢 圈
(002355)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
第三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况，公告中披露了两起理财产
品的具体购买情况。

8月15日，兴民钢圈用9000

万元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龙口
支行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
益率最高为3 . 6%。9月29日，又
用9000万元继续从中国农业银
行龙口支行购买了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2 . 6%到5 . 0%

之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上市公司开始青睐购买理财产
品，而且越买越多。“这主要因
为两点，第一，上市公司一时间
没有很好的资金投向，第二，现
在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水涨船

高，投向里面能获得不低的收
益。”一家证券公司的负责人
说。

不过经过仔细查看也不难
发现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
一个问题便是，这些上市公司
购买理财产品的时间大多是在
季末时期，而且起息日大多是
月末最后一天，这样一来，就有
了为银行揽储“出一份力”的可
能性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下面的
县域支行哪一家都有这种人脉
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大额
资金，这种大额资金一般存入
的时间短，收益率也低。”银行
业内人士说，在银行有困难的
时候，企业帮扶银行，等到企业
需要贷款的时候，银行也肯定
会慷慨解囊。

兴民钢圈发布公告：公司斥资9000万元买农行理财

上上市市公公司司咋咋都都偏偏爱爱买买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姜宁) 9日下午，兴民钢圈发
布公告，从6月26日开始向股
民回购股权以来3个多月，至
今没有一单交易成功，公司对
此解释是现在的股价定价未
达当时的要求。

在6月26日，兴民钢圈宣
布将使用不超过1亿元人民
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回购部分股票，但是股价

必须在7 . 35元一股以下时才
能进行回购。9日下午，兴民钢
圈又发布通知，言称因为当前
股价定价过高的原因，至今以
来一笔都没有完成。

虽然在3个月前，兴民钢
圈发布了回购消息，但是股价
一度上涨，从7块多一股最多
上涨到了13块多一股，截至9

日收盘，股价为8 . 97元一股，
仍高于7 . 35元一股。

兴民钢圈股权回购不顺

三个多月至今一股未成

相关新闻

商贩说，姜价上涨后，一块巴掌大的姜能卖到四五块钱。 见习记者 吴江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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