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将至，年终奖不得不提到议程上来。普通职

员为公司拼死拼活辛苦一年，期待着公司老板年底

发的年终奖，大荷包还是小福利，皆大欢喜。年终奖

并非是上班族的专利，辛苦一年的农民伯伯也能进

来凑个热闹。有一种痛叫别人的年终奖！新兴行业强

力吸金，对员工也可谓是出手大方，豪车、现金墙，最

次也是苹果手机，而如今传统行业也出现了比这个

更吸睛、更任性的创意年终奖。与此同时，跳槽季即

将来临，“年终奖”不失为一张收买人心、留住员工的

“人情牌”，也成为企业展示竞争力的最佳机会。

本报记者 赵清华 整理

不差钱，有创意，最暖心……

那那些些让让人人艳艳羡羡的的年年终终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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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岛一“90后”年轻
女老板给员工送出天价“年终
奖”。在公司年会上，年仅21岁
的女老板牛牧童，拿出一百多
万元购买了四辆豪车，奖励4名
业绩突出的员工。

青岛小嫚牛牧童今年虽然
只有21岁，但已经创业拥有了
自己的微商团队。她两年前在
美国读大学时，创办了自己的
专属品牌MY，涉及护肤品、减
肥食品和保健品，并成立了微
商团队，仅用了两年的时间，该
团队就实现了月销售额两千万
的骄人数据。

“这4名收到宝马车的女孩
目前都是在校大学生，最小的
才不到 1 9岁，最大的也不过
22岁，4人年销售额均在千万
元以上。今年这4个人的业绩
特别突出，整个团队的的营
销额也突破了2亿，而去年我
们公司里优秀的骨干还只是
可 以 任 选 一 个 国 家 出 境 旅
游。”牛牧童说。

作为大学生创业典型，牛
牧童表示，她的成功首先要感

谢目前的互联网时代，正是微
电商营销模式的崛起，才给众
多大学生提供了创业的梦想和
机会。“我的目标是要在青岛建
立自己的工厂和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到创业的大潮中来。”

还有上海的一家送豪车的
公司，他不光把车送给自己的
员工，也把这土豪年终奖赠用
户。

1月20日下午，猎上网公司
的豪车发放仪式也吸引了不少
围观群众。和别家不同的是，猎
上网这次年终奖的发放对象为
平台的猎头服务商。根据规则，
只要你是平台的猎头服务商，
在过去一年内为平台的KA客
户，比如苹果、腾讯、万科、360、
去哪儿、滴滴打车等服务，并且
成单金额突破100万，即可获得
奔驰豪车一辆。活动自去年5月
推出以来，奔驰大奖就一直受
广大猎头公司关注，根据最终
评定结果，成都一家名为汉普
的猎头公司拔得头筹。

1月8日，江西省安义县一
名种粮大户凌继河在海南海口
现场为种田农民颁发288 . 9万
元年终奖，80多名农民领完年
终奖后还将开启6天5晚的海岛
之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种
粮能赚钱，既彰显农业规模化
生产经营的可观效益，更凸显
出农业发展的强大潜力，无疑
增强更多农户种粮积极性。

颁奖的种粮大户凌继河是
安义县远近闻名的农民老板。
上世纪80年代末，种得一手好
庄稼的他，嫌种田不赚钱，洗脚
上岸，外出创业，先后做起建
材、手机、宾馆餐饮等生意。6年
前，积累了资金的他，又在众人
疑惑的目光中，毅然弃商从农，
重新当起农民。如今，他以每亩
460元的价格，流转承包1 . 8万
亩稻田，他用管理工厂的方式
管理稻田，将稻田分成十几个
分区，采用全机械化作业，每个
分区聘请4对农民夫妻管理，每
对夫妻每月能领到四五千元工

资，年底再根据产量，统
一发放年终奖，稻田管理
越好、产量越高，奖金就
越多。

凌继河曾在去年许诺：“明
年发奖金可能不在公司了，可
能去三亚或者昆明旅游了。”如
今，他兑现了诺言。早在2011
年，凌继河就开始给公司种地
的农民发奖金，奖金数目也从
当初的60多万元提高到了现在
的288 . 9万元。

其实，农民领到丰厚年终奖
的情形不止发生在凌继河的公
司，在四川凉山的大手笔分红更
让网友惊呼“真是土豪村”！去
年，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复兴镇
建设村召开年度分红大会时，分
红金额达1311 . 5万元。现场，重
达312斤的人民币现金一捆捆整
齐地放在台上，垒起了2米多长
的“钱墙”。340余户入股村民排
队领钱，最多的一户领到了30万
元，最少的也有近万元。有村民
说，“数钱数到手都软了”。

种粮农民变身土豪
●关键词：种粮大户 海岛之旅 钱墙

不管是普通员工还是企业
高管，对年终奖的期待，不亚于
买完彩票等着兑奖的心情。面
对别人家的奇葩年终奖，网友
们一边喊“老板们的任性我不
懂”，一边又小心翼翼地等着大
奖的临幸。

深圳一老板年终奖发“对
象”玩坏女员工。在天涯、猫扑、
华声等知名论坛上还看到居然
出现《奇葩老板说年终奖发“对
象”，女同事都被玩坏了》的帖
子，仅在天涯就有超过30万点
击，300多条回复，广大网民对
年终奖的“钟爱”可见一斑。据
了解，所谓奇葩老板发“对象”，
实际上发的是公司的产品，一
种被称为“可穿戴相亲神器”的
手环。

而在浙江宁海某公司今年
发给员工的年终奖竟是三箱辣
条和两瓶酱油，酱油是老板岳
母家超市囤积的，即将过了保

质期；而辣条，用老板的话说是
食品中的“劳斯莱斯”。媒体经
过梳理发现，华丽转身为年终
奖的食物十分多样，山东特产
大葱、象征丰收的大南瓜、寓意

“蒸蒸日上”的馒头、喝一杯送
一瓶的白酒、谐音“苹果6”的6
个苹果、两捆芹菜、一袋大白兔
奶糖等等。除食物以外，还有彩
票、银杏树、“迟到券”、尿不湿
等物品，令人匪夷所思、哭笑不
得。

比这些奇葩的年终奖更不
能忍的，则是一些企业的发放
形式。部分企业为了留住人才，
把前一年的年终奖留到次年5、
6月份发的“潜规则”也广受诟
病。员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如
果下一年发年终奖以前辞职，
公司当初承诺的年终奖就作
废。为此，不少人就算有跳槽的
打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到发
年终奖以后。

玩坏员工的奇葩奖
●关键词：对象 辣条 南瓜 节后

李彦宏曾在去年的百度年
会上开起家长会，以答谢优秀
员工。百度提供差旅费，将优秀
员工和团队代表的父母请到了
北京的百度总部，搞了一个盛
大的颁奖典礼。那可真是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
山人海。在现场，李彦宏亲自给
父母们颁奖送礼，还发表了温
情动人的演讲。“因为在百度，
其实牺牲了很多与你们在一起
的时间，你们为了支持他们，也
付出了很多，所以他们的这些
成就理所应当地有你们的一
份！”据说，在受了如此隆重的
接待礼遇，在听了如此动人的
话语后，不少父母激动异常，流
下了骄傲的眼泪。

年终奖除了人民币，一些
别出心裁的“奖励”也深受员工
的欢迎，连连感慨道：“我们发
的不是年终奖，我们发的那是

爱。”
全球最大的同性恋社交工

具Blued透露，他们公司年终奖
发的是“男朋友”，当然并不是
真正的男朋友，而是公司提供
的各种恋爱基金，例如健身基
金、异地约会基金、旅行基金，
同时还有恋爱假期等着你。在
Blued工作的胡泽洋称：“作为
交友网站，每年有很多人通过
Blued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
我们有很多员工自己反而单
着，这合适吗？所以无论是恋爱
基金还是恋爱假期都快到碗里
来。”

另外，上海某游戏公司年
终大奖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为
最优秀员工获得与波多野结衣

“共处”的机会。据说，她一现身
立刻让台下的工程师们情绪激
动、大声呐喊，甚至排队上台与
她拥抱、合影。

父母温情牌奖励员工
●关键词：温情 父母 爱 男朋友

打折促销

“只能刷卡不收现金”

去年底，陕西西安
市发生多起银行卡盗
刷事件。不法分子以打
折促销产品为诱饵，但
交易方式是必须在其

携带的移动POS机上刷卡。利
用的是移动POS机获取被害人
银行卡信息及密码，事后复制
银行卡在外地进行取现、套现。

提醒：首先，尽快将磁条卡
换成带有芯片的金融IC卡，从
根本上杜绝银行卡信息被复制
的风险；其次，商户小额交易时
一般不愿刷卡，特意要求刷卡
一定是有原因的；最后，消费者
消费前要确认对方是正规机
构。

快递

“你的快递有问题”

当快递公司来电称：“你的
快递有问题，你已被涉案调
查。”很快，自称警察的电话打
了过来：“要确认你的资金往来
是否正常，要按照我的操作
来。”请留心：邮政、银行、电信
以及公安机关的电话都有自己
的平台，各自是不同的系统，不
可能直接互相转接。接到此类
电话时，小伙伴们可以通过软
件查询是否为官方电话，遇有
假“快递”则不予理会，或立即
拨打本地的110咨询或报警。

微信

“我的手机刷机了”

当你收到朋友微信告知因
通讯录丢失、让你发手机号给
他时，请留心：当他发短信，让
你告知验证码时，更要注意！骗
子很可能盗走你朋友的账号，
盯上你的微信支付，一旦给出
验证码，你的微信会被盗！已有
多人被骗，遇此情况，请先打电
话核实！

10086

“积分兑换信息费”

谭女士收到10086的短信，
说她手机号码积分可兑换几百
元短信费。她点击短信上的网
址，输进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
结果卡里几万块钱不见了。警
方提醒：短信为“伪基站“冒充
10086所发，内容通常是积分兑
换或提示账户不安全，并缀上
链接网址。

保卫年终奖

防骗四大秘诀

春节将至，你或是发了
一口袋年终奖欣喜若狂，或
是两袋辣条心灰意冷，都终
将准备回家过年。同样正值
年底，社会毒瘤的不法分子
也对市民的金袋子费尽心
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
有提高安全意识，才能守住
我们的年终奖。

链接

“90后”女老板送豪车
●关键词：“90后” 女老板 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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