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年报披露日 2012年分红派股 机构预测
2013年每股收益

002643 烟台万润 2月28日 10股转增10股派3元（含税） 0.477元

603167 渤海轮渡 3月4日 10股派1.7元（含税） 暂无预测

002374 丽鹏股份 3月6日 10股转增8股派3元（含税） 暂无预测

000811 烟台冰轮 3月13日 10股派1元（含税） 0.455元

600777 新潮实业 3月18日 10股派0.2元（含税） 暂无预测

600219 南山铝业 3月20日 10股派1.2元（含税） 0.3750元

300224 正海磁材 3月25日 10股派1.5元（含税） 0.3831元

300105 龙源技术 3月26日 10股派1元（含税） 0.8025元

002363 隆基机械 3月26日 无数据（2011年10股派1元含税） 暂无预测

002254 泰和新材 3月28日 10股转增3股 0.2079元

002353 杰瑞股份 3月29日 10股转增3股派2.5元（含税） 1.6920元

000682 东方电子 3月29日 无数据（2005年10股转增1股） 暂无预测

600309 万华化学 4月15日 10股派7元（含税） 1.4139元

002675 东诚生化 4月19日 10股送1转增5股派2.5元（含税） 暂无预测

002355 兴民钢圈 4月19日 10股转增10股派0.3元（含税） 暂无预测

002086 东方海洋 4月19日 无数据（2011年10股派2元含税） 0.4014元

002234 民和股份 4月19日 无数据（2011年10股增10股派10元含税） -0.2527元

002041 登海种业 4月23日 10股派1元（含税） 0.9881元

002589 瑞康医药 4月24日 10股派1.2元（含税） 1.3528元

300175 朗源股份 4月25日 10股派0.1元（含税） 0.13元

600766 园城黄金 4月25日 无数据（2011年10股转增3.1股） 暂无预测

300308 中际装备 4月25日 10股转增8股派1元（含税） 0.23元

002458 益生股份 4月25日 无数据（2011年10股赠10股派10元含税） -0.3967元

002237 恒邦股份 4月25日 无数据（2011年10股转增10股派3元含税） 0.57元

000869 张裕A 4月26日 10股派11元（含税） 1.8858元

002481 双塔食品 4月28日 10股转增10股派0.2元（含税） 0.3271元

等等了了一一周周，，等等来来了了高高价价首首发发股股
新宝股份、我武生物两新股发行，烟台股民不“感冒”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等了一个周，卖了旧股，腾出了仓，
但是看到如此高价格的新股之
后，不少烟台股民退避三舍选择
观望。8日，新宝股份(002705)、我武
生物(300357)两新股发行，烟台股
民对此不是很“感冒”。

8日上午，在南大街一家证券
公司营业部，负责人办公室里已

经来了好几位咨询“打新”的老股
民。证券公司负责人不厌其烦地
跟他们交流意见。“新宝股份和我
武生物的定价似乎高了点，我感
觉现在不是买的时候。”证券公司
负责人说，自从得知新宝股份定
价为10 . 5元、我武生物定价为20 . 05

元之后，他就预感烟台股民对“打
新”会持一种慎重态度。

一些股民则更尖刻地分析
说，将首发价格定得这么高，有一
种上市后高管“马上套现”的感觉。
依据他们的经验来看，股价可能
会在日后出现下跌，所以本来做
好了“打新”准备的他们，对新股突
然有一种等等看的心态。

也有一部分股民打算申购
这两只新股。不过就算申购新

股，这些股民也不打算长期持
有。“打算开盘后就卖了。原因很
多：新股中比较看好教育类首发
股，不想在这两只股票上耗费太
多资源，是一个原因；年前市场
情况不会太景气，是另一方面原
因。”一位正在证券公司看盘的
中年股民说。

本周内还会有几只公开发

行的新股在交易所挂牌公开认
购。证券公司分析人士普遍认
为，对相对保守的烟台股民来
讲，一旦发行价定得高了些，不
买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此外，证券公司盯上了股民
“打新”认购新股的这一时机，大
力推广融资融券业务，以此来占
领更多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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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不景气，股民盼上市公司多赠股多派红利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烟台26家上市公司2013年度
公告发布时间，最近已经全部确
定：最早的烟台万润将于2月28

日发布公告，而更多的公司选择
在4月中下旬披露上一年度的经
营情况。

“烟台这26家上市公司的公
告发布时间不算早，放眼全国，
现在很多上市公司都已经披露
年报了，不过烟台上市公司公
告发布时间一向很晚。”一家证
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往年，
烟台这些上市公司也都是在4

月底发布公告。
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上

一年度年报披露时间最早的公
司是烟台万润，将于2014年2月
28日发布。在2012年度，烟台万
润的经营情况不错，分红也是
10股转增10股分派3元(含税)的
大手笔。而2013年前三季度，烟
台万润的净利润达到了9033万
元，高于上年同期的8174万元，
在没有大变故的情况下，2013

年的分红情况也被外界看好。
3月份也有几家上市公司

将陆续发布公告信息，大部分
上市公司则选择在4月份披露
信息。4月15日之后会有东诚生
化等约 1 0家公司陆续发布公
告。

“烟台股分为两类：一类是
张裕、万华、杰瑞这种分红大
户，他们有的经营情况好分红
也好，有的经营情况下滑但是
分红依然不错，有的股价几乎
没有波动，但是每年会有7%左
右的本金分红率；还有一类上
市公司连续几年都不分红，这
些公司的经营情况大多很烂，
分红更是吝啬。”一位业内人士
说。

一位老股民说，他曾经买
了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
但是赔得很惨，所以近几年来
比较青睐于购买中国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万华化学这种股
价基本没有起伏，但是分红良
好的股票。“收益基本就靠每年
的分红，虽然股价没有啥变动，
但能保持每年5%-7%的本金分
红率，总比存银行里好。”

因为去年股市不景气，所
以，跟上面那位老股民一样，很
多烟台股民都期盼上市公司能
多赠股、多派红利。

年年初初保保险险公公司司扎扎堆堆““请请””客客户户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姜

宁) 保险公司进入年初“开门
红”阶段，除了使用物美价廉的
保险产品来争夺客户资源以
外，各家保险公司为了保证客
户不被其他公司“抢走”，还通
过一系列请客、送礼的手段来
维系客户关系，而且随着各家
公司的跟进，礼物被送得越来
越贵，越来越频。

7日上午，在新东方电影
院内，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
员正在数客户人数。保险公司
是要请保户们看电影。据了解，
看电影只是该公司在年末和年
初馈赠保户的手段之一。

“以前我们保险公司在年
底年初‘开门红’阶段基本不需
要送什么礼物或者请看电影，
但是这几年，大客户乃至一般

客户有不少会主动过来跟我
们要，没办法，那就安排客户出
去玩。”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烟
台的负责人介绍，去年他们这
家本就不大的公司办理了多次
活动，包括请客户出去旅游、看
电影、吃饭，赠客户礼物等。

“大多是跟银行学的，现
在银行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你
要不这么做，别家公司就会抢

了你的客户和生意。”一家保险
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大
客户其实非常看重这些“小
利”。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只会
引起行业内的不正当竞争，只
有真正提高自己的声誉和保费
收入，提高保险产品的质量才
是长久之计，否则只会揠苗助
长。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8日晚间，杰瑞股份发布公告：公司
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关于核
准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允许杰瑞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900万股的新股，本次发行股票应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
实施。

杰瑞将非公开发行

4900万股新股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8日晚间，东方海洋发布公告：以前
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1840万股已于本月7日办理
完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除日期为
2014年的1月7日，而此次解除质押
的1840万股占了本公司总股本数
量的7 . 55%。

东方海洋在2014年1月7日将
公司所持有的1840万股质押给银
行，用作流动资金借款质押担保，
并在2014年1月8日办理完毕了质
押登记手续。

截至公告发布日，东方海洋持
有本公司股票6100万股，占总股本
数的25 . 02%，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该公司已将其全部质押，质
押 数 占 该 公 司 总 股 份 总 数 的
25 . 02%。

东方海洋解除
1840万股质押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姜宁)

近日，由中国平安推出的“春运险”
正式推向市场。此款保险保费只有
2元，“春运”中出现行李损失可获
赔500元。

这款产品是中国平安联合淘
宝网推出的一款产品。在承保期间
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
可对应获得20万、1万以及1000元
等金额不等的理赔。此外，返乡途
中携带的年货，在春运保障险中也
能获得保障。根据设定，在承保期
内，被保险人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损失，可获得500元理赔。

不过，2元钱一份的春运险并
不像保险公司说得那么简单。该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如果保户的
行李真的在路上出了问题，需要向
保险公司报案，还需要向警方报
案，此外还要出具当时买东西时候
的发票，才能确定丢失的物品价
值，手续实在繁琐。

业内人士分析，保费这么低，
保险公司不会以此赚钱，只是想以
此招揽人气。

有保险公司
推出“春运险”

莱州市首家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2013

年12月23日上午，莱州市供电公司
营销人员对驿道镇东马村农民客
户于晓南的光伏电站项目进行再
次并网调试后，合上并网空气开
关。这是莱州市首位投资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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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宁 整理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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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烟台26家上市公司，
如果单从公告发布情况来看，
最有看点的，不是去年雄风依
旧的杰瑞股份，也不是盈利情
况丝毫不让旧股的上市新兵，
而是园城黄金和民和股份这
两家公司。

去年5月，ST园城正式摘
帽更名为园城黄金，但是过了
半年后，园城黄金似乎仍然难
逃亏损的结局。公开信息显
示，园城黄金第三季度的亏损
额为320万元，第四季度能否
扭亏为盈一时成疑。此外，近
日在继董秘辞职之后，园城黄

金董事长徐诚惠也因为身体
问题向董事会提出了书面辞
职报告，今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的一切职务。有媒体爆出，徐
诚惠是因为涉嫌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而不得已离职隐退。

园城黄金未来如何发展？
能否逃脱首年亏损的宿命？园
城黄金的年报看点不少。

民和股份2013年度能否
扭亏为盈，也是关注焦点。如
果民和股份亏损，很可能成为
首家“戴帽”的养鸡类股票，不
仅公司实力受损，还有可能连
累到同为养鸡公司、一直眼巴

巴盼着上市的小兄弟仙坛股
份。

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
初，民和股份的股价突然起
死回生一般地出现了一轮小
爆发，有人形容这是民和股
份戴帽前的回光返照，但我
们更愿意相信股价上涨、经
营情况回暖是民和股份未来
的常态，毕竟在禽流感、速成
鸡等利空因素渐渐隐去的今
天，我们实在想不出一个让
曾经的烟台牛股继续沉沦的
理由来。

本报记者 姜宁

摘帽股能否逃脱宿命，养鸡股能否扭亏为盈

园城黄金民和股份年报是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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