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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只只烟烟台台创创业业板板股股票票跌跌停停
股市虽遭重创，但长期来看对烟台股利好居多

6个水产新品种

获60万奖励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唐建春 孙超 ) 近

日，烟台六个水产优良品种获得市
财政奖励60万元。为鼓励转变渔业
经济发展方式，自2007年开展烟台
市水产优良品种奖励工作，今年已
是第7个年头。

烟台市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市
政府渔业产业提升计划和《烟台市
渔业产业提升计划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开展2013年烟台
市水产优良品种奖励项目申报工
作，前期共申报项目19个，通过专
家组和渔业主管部门对县市区上
报的项目进行初步评审论证研究，
确定2013年烟台市水产优良新品
种奖励计划6项。

获得市财政补贴的包括莱州
明波水产有限公司申报的珍珠龙
胆，烟台开发区天源水产有限公司
申报的全雄红鳍东方鲀，山东海益
宝水产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海益
宝耐高温刺参新品系以及蓬莱宗
哲养殖有限公司申报的黄盖鲽快
速生长新品系等，基本涵盖了刺
参、鲆鲽等品种，这6项新品种均顺
利通过山东省水产原良种审定专
家组的审定。

保险公司扩编

偏爱中低学历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姜宁)
11月份是保险行业传统的员工

增量的时期，在这一个月内，大的
保险公司会猛地扩编扩员，增量人
数多达上百人，一些小公司也会招
聘几十人。但是这些招聘的人员
中，业务员占绝大多数，内勤岗位
寥寥无几。

烟台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告诉记者，11月份是保险公司传统
的增员计划，而对中国人寿、平安
人寿、新华人寿等大公司来讲，他
们往往需要招几百人。

近日，在山东工商学院的五教
一楼，各家保险公司从中午12点开
始就摆上了招聘的摊位，而从招聘
的岗位来讲，各家最多的也就是几
十人，前来应聘的大学生也没有多
少人。一边是保险公司需要大量增
员，一方面是到了大学生专场招聘
会上却招不了几个人。

“现在人力这么贵，年末增员
主要是招内勤岗位，内勤岗位的工
资高，而相比之下，外勤岗位的基
本工资只有几百块或者一千块出
头，人力成本小了很多，所以各家
都不很看重大学生招聘这一块。”
从保险公司从业者口中记者了解
到，11月份冲人员增量中，只有一
小部分是留给人力成本更高的内
勤岗位。

业内人士说，从他们的经验来
看，保险公司业务员高学历有助于
减少保险误导情况的出现。“公司
的高学历人才基本没有出过误导
情况出现，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
大规模地提高学历水平现阶段还
不能实现。”

加强冬季

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11月
份，莱州市供电公司对所辖变电站
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该公司针对
冬季风干、物燥、生活用火用电增
多的情况，制定相应预案，落实消
防安全措施，及时整改隐患。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姜宁 ) 2日的创业板指数创
下了历史最大跌幅，而烟台的
四只创业板股票也未能幸免，
正海磁材，龙源技术，中际装
备三只烟台创业板股票当日
跌停，朗源股份虽未跌停，但
9 . 19%的跌幅也距离跌停相差
无几了。

2日下午，记者走进南大
街一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发
现，中老年股民们三五成群讨
论着股价的涨跌。因为新IPO

重启的刺激作用，当日股市共
有400只左右的股票跌停，而
烟台的27家上市公司中，有26

只下跌，正海磁材、龙源技术、
中际装备三只创业板股票跌
停，9只股票跌幅超过8%，而
正海磁材和中际装备更是年
内首次跌停，对整个烟台股伤
害巨大。

与门外嘈杂的讨论声音
不同，证券公司刘经理淡定地
谈到了自己对这次股价大跌
的看法。“其实从前几天新
IPO重启消息一出，就想到了
今天的大跌，而且这也不会是
最后一次大跌，只是以后的跌
幅不会有这样狠罢了。”刘经
理分析说，本次股市大跌主要
因为三大因素导致：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意见正式发布实施，

为注册制改革打下基础；IPO

明年重启，约50家企业1月开
始陆续上市；借壳上市标准与
IPO等同，不再允许在创业板
借壳上市。

而另外一家大型证券公
司的投资顾问白经理则认
为，对2日股市影响最大的莫
过于“不再允许在创业板上
借壳上市”。“最近一个阶段
以来，创业板属于高风险高
收益的类型，监管部门早有
了‘挤水’的想法。”白经理
说，虽然当日股价大跌，但细
看证监会新规，很多都是长
期利好股市的，IPO靴子落地
也是长痛不如短痛。预计之
后相关政策导向的板块个股
仍有表现空间，她建议关注
改革受益板块和创投概念，
回避短期涨幅较大但无业绩
支撑的题材炒作。

此外，刘经理提到，股市
大跌创业板水分挤出后，长期
来看对烟台股也不失为一个
利好，首先这能利于股市的长
期发展，其次在创业板市场规
范之后，烟台很多有实力的公
司可以通过创业板上市融资。

“对于拟上市公司数量全省第
一的烟台来讲，资本市场的繁
荣和秩序化发展是最重要的，
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涨跌幅。”

创业板涉及不多

烟台股民受损不算严重
与别地股民的情况基本

相似，在烟台市的炒股群体也
是三五成群地每天交换意见，
家住芝罘区青年南路的股民
老尹自己有一家店铺，但他每
天的工作基本都是炒股。“以
前炒股输过，也赢过不少，所
以我个人以及我身边的这些5

年以上股民的老友都不怎么
碰高风险高收益的创业板股
票。”老尹说，他知道的烟台股
民不是很喜欢创业板股票。

在证券公司内，刘经理也
提到了同样的情况。“2007年
那一次股市大跌对烟台股民
的心理创伤太大了，自此之
后，这些股民养成了一种习
惯，宁可不要高收益，也不碰
高风险产品。”刘经理说。

在证券公司交易现场，一
位老股民也向记者说起了自
己的看法。“以前身边有这种
一两百一股买进高价股的股

民，最后跌到十几块钱犯心脏
病的，要不说为啥我们买烟台
股也是买万华，就是因为稳妥
呗，放了几年之后，获利会比
银行存款高。”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股市大跌，万华化学一枝
独秀，成为27只烟台股中唯一
的幸存者，涨幅1 . 11%，不过这
只股票的坏处就在于，就算是
股市大涨，它也会维持这个状
态。

“要说在这波大潮中赔钱
的股民，也有，不过都是那边
几个屋上百万玩股市的那
种。”刘经理指了指旁边几个
屋子，紧闭着屋门，听不到任
何动静。“他们都是规模化管
理，在这个股票池中有亏有
跌，就算这样，他们的亏本也
不算很大，因为这次只是创业
板跌得惨而已，很多例如券
商、银行还都是有一定涨幅
的。”刘经理说。

新IPO重启

烟台拟上市公司迎契机

烟台的上市公司数量和
拟上市公司数量现今都是全
省第一，据记者了解，在IPO

暂停之前，烟台就有一部分上
市公司接近于上市，但是大门
暂关后，很多有实力的公司被
拒之门外。

“例如仙坛股份，这只股
票就隔着上市很近了，估计这
一次 IPO重启后会加快他们
上市的步伐。”一位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位于牟平的仙坛股
份可能会成为烟台市第三家
养鸡类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必须是在本行业内数一数二
的公司，而现在养鸡的上市公
司前两位都在烟台，而且第三

也马上要和益生民和‘汇合’，
非常有意思。”

此外，据业内人士指出，
股市大跌后会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为新股发行、股市大调
整而调整股价，很多上市公司
也可以多往创业板、中小板这
些地方想想办法。“这次大跌
后将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
露质量，强化市场约束机制，
促进市场参与者各个方面的
公平竞争，并且最重要的是，
会为新股发行提供更加重要
的意义，所以对于烟台拟上市
公司是一个契机，一个利好。”
刘经理说。

本报记者 姜宁

想想买买啥啥，，淘淘宝宝是是咋咋知知道道的的？？
业内人士为您解释，为什么想买什么页面就出现什么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
静) 随着网购的逐渐流行，知
道淘宝网的人多了，但了解淘
宝运营模式的人并不多。不少
消费者发现自己搜索的相关
产品常出现在自己的淘宝页
面上，在淘宝页面上输入同样
的商品名称，搜索出来的页面
竟与别人的不一样。业内人士
指出，卖家通过数据监测，推
荐相关类似产品给消费者，方
便消费者购买。

“上次搜索了手套没找
到合适的，怎么这次登录后
出来很多相似的宝贝？”大四
学生刘芳说，“很多都是我想
要的款式，淘宝怎么知道我

想要什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

少网购消费者都有和刘芳一
样的疑惑。市民张女士也发
现她的淘宝页面上经常会出
现与自己曾经收藏过产品类
似的宝贝，“淘宝好像知道我
喜欢的风格一样。”还有一些
细心的市民发现，在淘宝页
面上输入同样的商品名称，
登录自己的账号搜索出来的
东西和别人的竟然不一样。

“淘宝数据库会对每位买
家的搜索、购买行为分析，然
后根据买家的消费习惯，推荐
相应的产品。”烟台圣哥弟娅
女装淘宝店运营总监李翔告

诉记者，淘宝系统根据每位买
家性别、年龄段、消费水平、星
座、买家等级、爱好、浏览行为
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细分消
费群体。买家在搜索宝贝时将
最适合该群体的商品优先展
示，展现出“千人千面”的淘
宝。

“所以假设你曾经浏览
过一件产品，并在类似的产
品上停留了很长时间，或者
进行收藏，那就说你有可能
想买这样的产品。”李翔说，
淘宝后台就会根据你的浏览
信息和收藏信息，挑选类似
的相关类产品推荐到你的账
户页面。

借“双12”攒人气

商家纷纷搞优惠

2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
商家打出“零利润”“赔钱卖”的
优惠价格，一是为迎接“双12”，
二是为提高销量，积攒人气。

“促销力度大不仅是为了
‘双12’，也是为大家办年货时有
更好的销量。”烟台圣哥弟娅女
装淘宝店运营总监李翔说，销量
好了，人气上去了，春节前后的
销量会更好，“‘双12’毕竟只有
一天，年货市场才是大头。”

本报记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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