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公立医院：
39801烟台毓璜顶医院
39802烟台山医院
39803烟台市中医医院
39804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39805解放军第107医院
39806烟台市口腔医院
39807烟台市传染病医院
39808烟台开发区医院
39809烟台海港医院

★2、民营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
39810华海白癜风医院

烟台推广中心
39811烟台康爱眼科医院
39812烟台白石肛肠医院
39813烟台百信妇科医院
39814烟台成友中医院
39815烟台富顺医院
39816烟台海洋医院
39817烟台京城男科医院

★3、美容整形医疗机构：
39825烟台韩秀整形美容外科
39826烟台华美医疗美容
39827烟台华怡整形美容
39828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
39829刘芳医学整形美容中心
39830烟台美神医疗美容门诊部
39831烟台三有医疗美容门诊部
39832烟台鹏爱美容整形医院

★4、体检机构：
39833烟台慈航体检中心
39834烟台慈铭体检中心
39835烟台福田健康体检中心
39836烟台弘康体检中心
39837解放军疗养院体检中心
39838工人疗养院体检中心
39839胜利油田疗养院体检中心

一、组织单位
主办方：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二、参与互动：

在本次活动参与短信、电话投票者中抽取一等奖2名，
赠送价值1000元体检卡，二等奖5名，赠送价值500元体检
卡。三等奖10名，赠送价值200元体检卡。
三、投票方式：

1、短信投票：编辑候选企业编号，如为3 9 8 0 1号投
票，请编辑短信3 9 8 0 1，山东省移动、联通、电信发送到
10628787210，用户每天限投20票。(信息费：1元/条，不

含通信费 )。
2、电话投票：山东省联通固定电话拨打16893297，

按语音提示，输入候选企业编号进行投票。(信息费：1

元/票，不含通信费)。每部电话每月信息费上限500元。
3、网络投票：登录烟台大众网专题页面进行投票，每个 IP地

址每天限投 1 0次，每次投票数量不低于 3家，违反投票数量规定
视为无效票。

4、投票比重分配：短信投票30分、语音投票30分、网络投票40分。
四、投票时间
公众投票时间：12月9日8时——— 12月31日17时。

“2014——— 烟台医疗行业

年度风云榜评选”带领你找寻

全烟台市医疗行业最值得信

赖的医疗机构 (科室 )，让那些

贴心的健康服务更突出，惠泽

更多的市民！本次评选设立百

姓信赖奖、星级服务奖、就医

环境舒心奖。

39818烟台仁爱医院
39819烟台首尔耳鼻喉医院
39820烟台送子鸟医院
39821烟台泰山中医院
39822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39823烟台烟城男科医院
39824烟台中大肛肠医院

活活动动咨咨询询电电话话：：1188776655445544221122

近期外围汇市动荡，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昨再创近10个月新高

企企业业若若想想明明年年结结汇汇可可再再观观望望下下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丹 ) 1 7日，银行间外汇市
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报 6 . 1 1 3 7，较 1 6日上调 4 5基
点，创下今年2月20日以来的
新高。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
人民币的波动幅度比较大，若
年底之前不再降息降准的化，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应该
在6 . 2附近震荡。企业明年想
结汇可等到明年一季度2014

年有关数据出炉后或许更好
一些。

在隔夜美元指数显著下
跌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中间价顺势上调，再创近10个
月新高。中国银行烟台分行资
金业务部产品经理张冠华称，
近期外围汇市比较动荡，人民
币的波动也比较频繁。从央行
宣布降息之后，再加上前段时
间美国公布的相关数据还比
较不错，人民币就在前一段时
间出现了一个回调，不过近来
人民币又出现了一些上升，人
民币双向波动的趋势还是比
较明显的。

“年底前不再降息降准的
话，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美元
的中间价基本上能在6 . 2附近

稳定住了。”张冠华表示。有
市场人士同样指出，技术上
6 . 2一线对人民币即期汇价形
成有力支撑，预计短期内人民
币即期汇率或将在6 . 2附近展
开区间震荡。

张冠华介绍，虽然最近人
民币的波动比较频繁，不过，
可能是因为年底的原因，企业
做远期保值的相对较少。多数
企业一般在年初做这种业务。

面对最近的人民币对美
元的走势变化，张冠华建议，
如果企业明年想做远期结汇
业务可以再等等，等到明年一

季度我国整个2014年的经济
数据都出炉以后再看看，那时
候再选择是否做结汇或许会
更好一些。

“一般我们不建议企业做
汇率套利的交易，企业一定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做结
算。”张冠华提醒，人民币的
双向波动非常明显，为了防止
汇率风险，企业在选择何时结
汇时，一定要盯好自己的订单
成本和汇率成本。如果企业锁
定的远期汇率能够高于成本
价，那企业可以完全不用承担
这种双向波动的风险。

成成飞飞集集成成三三跌跌停停，，重重组组风风险险不不可可忘忘
沪深250多只股票停牌，重组成与败都有可能，莫满仓融资买入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娜) 自从成飞集成(002190)

公告出重组被建议终止后，已
连续三个跌停。细心股民会发
现，今年上市公司谋求改革重
组的分外多，经历了这个“黑天
鹅”，股民对重组股也要多一份
谨慎。

在经历近一年的重组筹
划后，中航系资产整合进程遭
遇重挫，成飞集成宣布重组失
败。受此影响，自15日该股复
牌后，该股股价已经三天一字
跌停，股价从停牌时的5 4 . 2 9

元，跌到了39 . 57元。
当初，成飞集成抛出150

多亿元军工资产重组预案，拟
实现中航工业旗下防务资产
的整体上市，其股价从今年的
5月19日复牌当天的16 . 62元，
一路狂飙涨到72元以上，成为
军工界的领军股。

而如今，资产重组终止，成
飞集成有可能会上演昌九生化
的“悲剧”。昌九生化曾因重组
预期就遭爆炒，而未能如愿后，
连续7日一字跌停。当时就有股
民融资融券做多而后期爆仓。

截至11月17日停牌日，成
飞集成融资余额高达16 . 37亿
元，此后有先知先觉的客户不
断偿还融资，截至12月11日，
该股尚沉淀融资余额1 3 . 1亿
元，是昌九生化当时融资余额
的三倍有余。有证券人士分
析，1 3 0%的维持担保比例计
算，若股价跌至投资者成本价
一半以下，就可能酿成爆仓惨
剧。而融资资金想顺利平仓在
股价持续跌停危机的情况下
并非易事。

今年，改革重组的上市公
司非常多，12月17日，处于停
牌状态的股票有258只，多数

都因涉及重大重组而停牌。在
烟台本地28只股票中，也有新
潮 实 业 、园 城 黄 金 、东 诚 药
业、烟台冰轮4只股票处于停
牌状态。

烟台一家证券公司分析
师认为，既然是筹划重大事
项，本身就存在成与不成两个
方面，虽然按照惯例来看，重

组成功是多数，但是投资者也
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因某只股
票要重组了就满仓融资买入，
这样承担的风险太大。一旦重
组失败，可能面临的就是好几
个跌停。所以投资者在参与这
类题材的股票时，一定要做好
成与不成的双重准备，尽量不
要满仓融资买入这类股票。

葵葵花花药药业业今今日日申申购购，，顶顶格格需需5522 ..9977万万元元
年内最后一批新股申购，很多股民卖股打新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娜) 葵花药业(002737)18日
网上申购，开启2014年的最后
一批新股申购的序幕。葵花药
业发行价格确定为3 6 . 5 3元/

股，对应市盈率为22 . 97倍，顶
格申购需要52 . 97万元。自6月
份IPO重启以来的第七批新股
中，葵花药业、国信证券等大咖
或将再次点燃打新热潮。

在前几批新股发行期间，
“打新”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而新股上市后无悬念的秒停及
连续多个涨停板激发股民打
新热情。

“葵花药业、国信证券和
春秋航空，肯定吸引的人很
多。我已经卖出了4成仓位，准
备打新。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新
股上市，碰碰运气希望能中

签。”股民乔女士说，虽然中签
率低，但是仍然想参与一下，
万一中彩就赚了，不中也没啥
大损失。

本轮1 2只新股募集资金
的规模，是今年 6月 I PO重启
以来最大的一次，拟募集资金
共近134亿元，超出上一轮新
股逾六成。

从第七批12家公司发行

日程的初步安排看，在18日葵
花药业申购后，12月19日将有
6只新股发行申购，12月22日
有4只新股发行，还有1只新股
将在12月23日发行。

今年 6月 I PO重启后，已
经有 7 8家公司获得了 I PO批
文，与证监会此前“计划发行
上市新股 1 0 0家左右”的表态
相比，尚余22席。

日前，太平人寿烟台中心支
公司赔付了人身意外险单笔最
高理赔案，支付投保的市民李先
生保险金100万元。

家住烟台莱州的李先生刚
过不惑之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交
通事故让李先生幸福的生活发
生了巨变。李先生因乘坐朋友轿
车不幸与大货车相撞而深受重
伤，处于深度昏迷中，多次住院
治疗，很快花费约40万元。天降横
祸让家人悲恸万分，巨额费用使
家庭负债累累。不幸中的万幸
是，李先生是一位保险意识很强
的市民，曾多次在太平人寿购买
保险，意外险保额高达100万。随
后李先生的家人前往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

太平人寿烟台中心支公司
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协助客
户准备理赔资料，启动快速理赔
通道，主动为客户提供上门理赔
服务。因李先生正在济南接受治
疗，济南和烟台两地同时协同开
展理赔工作，派专人现场查勘，走
访知情人，面见客户家属，跟踪案
件处理进度，最终太平人寿烟台中
心支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快速赔付
客户100万保险金。

专刊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于鑫

客户意外重伤

“太平”赔付百万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李丹)
17日，在银行股和券商等几个板

块的强势拉升下，沪指最终以
1 . 31%的涨幅报收。两市的成交量
也有所放大，尤其是沪市成交量高
达6000亿元。和大盘的大部分板块
出现了下跌一样，烟台股也大部分
收绿，仅有隆基机械等6只股票以
红盘报收。

业内人士表示，近来大金融股
被热炒，许多题材股出现较大分
化，把握不好往往容易在巨震中被
套。投资者可多关注与改革有关的
低估值蓝筹股。

金融板块发威

6只烟台股收红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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