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杰瑞瑞年年终终奖奖5522辆辆轿轿车车，，超超665500万万元元
6年累计奖轿车200多辆，每个优秀员工只能领一次“金钥匙奖”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姜
宁) 临近过年，愿意花重金为
员工发福利的“土豪企业”再
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7日，
记者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企业
将于本月15日向年度优秀员
工集中发放52辆菲亚特轿车，
价值超650万元。加上2014年，
杰瑞“金钥匙奖”已连续6年向
员工发放轿车，累计奖励员工
200多辆轿车，总价值超过2500

万元。
其实奖励轿车只是杰瑞

众多激励项目中的一种，除此
之外，从2011年起的6年时间
里，杰瑞集团的3位主要股东
将每年总计拿出400万股股权
税后收益，激励优秀员工。按

当前股价，6年总计价值约14亿
元，平均每年2 . 33亿元。截至
2013年，杰瑞集团已向363名员
工授予了股权收益权激励。

杰瑞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杰瑞从2008年设立“金钥匙
奖”，加上今年的52名员工，已
有200多名员工获得了轿车奖
励，市值总额超过2500万元。

2014年奖励轿车的数量比
2013年增加了10辆，达到了52

辆，价值650多万元。所有奖车
将于15日在公司举行的发车
仪式上集中发放。

不同于其他只发放使用
权的公司，杰瑞集团所发车辆
将完全属于获奖人，而且公司
已在发车前为获奖者办理好
相关汽车牌照和保险。

在杰瑞集团2014年公布的
52名获奖员工中，“80后”员工
的比重约占八成，“85后”员工
超过两成，而员工入职时间最
短的仅为两年零一个月。

“其实有一些员工每年都
干得很出色，但是每个优秀的
员工只能领一次‘金钥匙奖’，
要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别的员
工，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员工投
入到为公司的服务奉献当中
去。”杰瑞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杰瑞“金钥匙奖”主要为
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而
设定，受奖励员工涉及基层管
理、一线作业、研发和销售等
各个岗位，只要入职满两年的
优秀员工均有机会获得“金钥
匙”轿车激励。

图书行业免增值税推广至民营书店，记者调查：

税税收收压压力力不不大大，，民民营营书书店店期期待待更更多多政政策策扶扶持持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吴

江涛 ) 近日，图书批发、零售
环节免征增值税将推广至全行
业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连日
来，记者调查多家烟台民营书
店，大部分书店负责人对免税
持欢迎态度。因为书店税收压
力不是很大，民营书店期待国
家政策能单独对实体书店有所
扶持。

近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延
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到“自
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
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
增值税。”新华书店已经享受到
了免征增值税的政策，此次通
知将免税的政策推广到了全行
业，这对不少民营书店来说，无
疑是一大利好。

连日来，记者走访三站图
书批发市场、二马路的几家书
店，书店负责人普遍对免税政

策持欢迎态度，毕竟13%左右
的增值税不是一个小数目。

虽然大部分民营书店的负
责人对免税政策持欢迎态度，
但是不少书店负责人说，增值
税在书店的成本中并不占大
头，对实体书店构成威胁的依
然是网络。

据了解，网络书店也在此
次免税范围内。“还是网上书店
的获益比较大，因为卖的书越
多，免掉的增值税越多。”一家
书店的负责人于先生说，他比
较期待对实体书店的扶持。

此外，相比越来越高的房
租等，书店税收的压力并不是
很大。

不少书店负责人说，免税
政策效果到底如何还不好说，
让更多的人到书店买书才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到实
体店买书的人没有增多，免税
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按照政策，我的书店一年
能减少一万元左右的税。还是能
减少一定经营压力的。”在三站
图书批发市场，一位书店店主
说，销售越好，免税后获益越大。

也有书店负责人说，如果
书店的效益不好，免税政策的

实际效益要小很多。“我的书店
如果效益不好，一个月交税的
话也就是几百块钱，一年下来
也就减少几千块钱，还不够一
个月的房租钱。”在二马路一家
书店，负责人于先生说。

本报记者 吴江涛

店店主主们们对对免免税税政政策策反反应应不不一一

幸福代代传，建行金相伴

建建行行马马年年黄黄金金产产品品优优惠惠火火热热进进行行中中
“新春迎新禧，开运瑞年

来”，2014建行马年贺岁系列
精品黄金全线上市！3克和 5

克重的金马送福；8克重的骏
马献宝；12克重的天马赐福；
2 0克和 3 0克重的马上亨通；
更有满怀激昂澎湃的斗志，
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成功的

“百福马”，与往年“百福虎”、
“百福兔”、“百福龙”和“百福
蛇”共同组成建行金“百福系
列”，寓意深刻，造型精美。

除了马元素，建行还推
出了造型可爱的幸运十二生
肖产品，单件 3克重。根据五

行生肖之间有三合与六合，
六合好比夫妻之亲，三合则
犹如母子之情。选择自己与
家人的生肖或与之相对应的
三合与六合生肖，承载满满
祝福与期盼。丰富的品类，不
同的寓意，建行多款黄金产
品满足您馈赠亲友、收藏投
资的需求。

为 回 馈 和 答 谢 广 大 客
户，2 0 1 4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建行倾情推出限时优惠活动，
内容丰富多彩，多种产品让利，
让客户畅享更多的价格优惠。
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吴江涛)

平稳了一段时间的鸡蛋价格，最
近再次出现上涨势头。元旦刚过春
节又要来临，鸡蛋需求量上升，烟
台市场上的鸡蛋价格最近从每斤4

元涨到每斤4 . 5元，部分市场的蛋
价再次逼近每斤5元的高价。

目前，红利市场、文化路市场
的蛋价均在每斤4 . 5元上下。烟台
市物价局的价格监测数据显示，莱
山区烟大市场的鸡蛋价格已经达
到每斤4 . 8元，逼近每斤5元的高
价。而在超市，鸡蛋的价格也基本
逼近每斤5元的高价。

商贩介绍，每年1月份，鸡蛋价
格都会有所上涨，最近需求量比较
大，好多食品厂加大了采购量。市
民对鸡蛋的消费需求也有大幅增
长，“最近每天的销量要比之前多
五六筐。”

鸡蛋价格
每斤微涨0 . 5元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姜宁)

上周，邮政储蓄银行宣布增加微信
银行、微博银行业务，这是继去年
招商银行首创微信银行业务之后，
又一家增加了此类业务的商业银
行。从股份制商业银行到国有商业
银行，微信银行“争夺战”已基本扩
展到了所有银行领域。

从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了解
到，微信银行的主要功能局限在查
询方面。

“主要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等
产品信息，局限性比较大。”一家股
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说，不过
经过半年发展，微信银行的查询功
能扩展了很多，例如现在可以使用
微信银行预约银行叫号排队服务。

一家银行电子银行部工作人
员说，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增加移动
类支付功能。

据介绍，如果未来出现了微信
银行的移动支付功能，银行会通过
减免手续费等方式来抢夺客户，就
跟现在的电子银行业务的减免一
样。

微银行争夺战
风云再起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同耀 张军苗 ) 近日，国
网蓬莱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对
蓬莱市公共场所开展用电隐患排
查，做到公共场所用电情况“心中
有数”，将用电安全隐患处理在萌
芽状态。

开展用电隐患排查
新年保平安

2013年度杰瑞股份股价，从
年初的36 . 77元每股上涨到了现
今的81 . 8元每股，除去分红配股
不算，每股市值飙升1 . 22倍，不
仅成功跑赢了CPI涨幅，也超过
绝大多数投资品，成功加冕烟
台最赚钱的股票。

杰瑞股份2013年的年报和
派转股分红公告将于今年3月29

日披露。在2012年度年报中，杰
瑞股份每10股转增3股并派2 . 5

元(含税)，如此大手笔的派转增
股在烟台股中罕见。

本报记者 姜宁

杰瑞股份股价

去年飙升1 . 22倍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姜宁)

近期，兴业银行官方网站宣布，2年
期、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正式一浮
到顶。至此，在烟台已有7家商业银
行将中期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从去年6月份光大银行、中信
银行宣布提高存款利率之后，在半
年时间内，民生银行、渤海银行等
多家商业银行也相继提高了本行
的2年、3年、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除了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揽
储之外，银行还想以此应对互联网
理财产品的冲击。”业内人士介绍，
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理财产品的
宣传力度相当大，例如百度理财的
宣传口号就是“向左走银行活期
0 . 35%，向右走百度百发8%起”。

又一家银行
上浮存款利率

免增值税扩展到图书全行业，对民营书店来说，这无疑是利
好。 本报记者 吴江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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