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年春节后， 市场在经历
了一段短暂的温和上涨行情
后， 迎来了一波幅度不小的调
整。

这种波动， 对于入市不久
的张琴而言实在有些胆战心
惊。“我手中资金不少， 有个百
来万，觉得存银行不划算，所以
看前段时间行情不错就在股市
开了户，不过现在股市波动，心
理又有点受不了。”

对于类似张琴这样资金量
较大，但又缺乏炒股经验的客户，
华泰证券有关工作人员建议，可
以选择券商提供的固定收益类
产品。

据华泰证券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华泰证券推出了一款名
为“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简称“季季发”）的产品。
“主要针对的就是高端理财领域。”
“季季发”限制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
为100万元，客户人数限制在200人
以下， 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
以上的客户数量不受限制。

由于华泰紫金“季季发”的投
资对象主要是债券，风险较低，但
收益相对稳定， 且远远高于银行
存款， 因而在高端理财领域非常
受欢迎。

同时华泰证券工作人员指
出，把紫金投入到“季季发”中，资
金的收益和灵活性都得到了保
证，“一方面资金不会闲置， 每天
都在赚钱， 另一方面一旦股市反
弹，很快就能把钱转入股市，从而
避免踏空。”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庆钢

华泰紫金“季季发”现固定收益优势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今
日从湖南电信获知， 电信将与
人保财险、 中信银行联手推出
“刷天翼手机加油每升最高省6
毛”的优惠活动。

2014年12月31日前，凡入
网49元及以上档移动业务套
餐， 更换翼支付账户钱包卡且
开通天翼加油促销包的新老客
户， 购买或续保人保财险私家
车商业险或成为中信银行存款
客户， 在刷天翼手机加油充值

或消费时，可在每升优惠3毛的基
础上叠加，最高享受0.6元/升的优
惠。

值得提醒的是， 市民要享受
刷手机加油享受优惠， 需携带本
人身份证到全省各大电信营业厅
办理一张带有支付功能的RFID
卡或通过NFC手机支付。据悉，用
户可在省内515家合作加油充值
网点和加油站刷POS消费享受优
惠。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田风

刷天翼手机加油，每升最高省6毛

资讯集装…

定增募资8亿，物产中拓再涨停

继2月25日复牌“一”字涨
停后，物产中拓2月26日再次封
死涨停板，报收11.35元，换手
4.45%，总成交额为1.67亿元。

消息面上，2月24日， 物产
中拓发布定增预案， 拟以7.35
元/股的底价，向其控股股东浙
江省物产集团、天弘基金、博宇
国际、合众鑫荣、合众鑫越5家
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1.09
亿股，募资总额预计不超过8亿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齐鲁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物

产中拓对供应链整合加上电商平
台推出后， 市场份额有望获得大
幅增长。 短期内公司业绩增长动
力来自供应链整合带来的利润率
提升以及钢贸市场占有率的上
升， 而随着公司电商平台的盈利
模式不断创新， 其潜在价值往往
远超预期。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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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晚间，*ST天一发
布2013年年报，宣布“保壳”成
功。 数据显示， 公司去年营收
1.67亿元，同比增长15%；收获
净利润336.9万元， 同比增长
105.5%， 每股收益0.012元。公
司同时发布公告称， 由于2013
年实现盈利，据相关规定，公司
向深交所提出撤销对股票交易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
申请。

不过，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仍是亏损， 亏损

额为2103.8万元。 报表显示，*ST
天一2013年处置资产获益2089.9
万元， 政府补助及债务重组损益
等收入合计约358.5万元，非经常
性损益合计为2440.7万元。

多年来，*ST天一经历了多
次重组流产。而据其2月25日晚公
告， 公司又再次踏上了新的重组
征程。根据公司此前“拟继续推进
与景峰制药的重组”的表述推测，
本次重组对象极有可能仍为景峰
制药，只不过其将面临重新估值。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ST天一扭亏为盈，申请“脱星摘帽”

2月初，长沙30岁的全职
太太周娜为两岁女儿格格制
作了一本微博书。

“宝宝出生后，每天的一
些变化我都会拍照并发微博
记录， 就是希望有一天宝宝
长大了， 可以看看自己的成
长记录， 家人也可以回味回
味。 去年底看到网上有人推
荐微博书，非常惊喜，毫不犹
豫就下订单了。 操作非常方
便， 制作出来后也非常满
意。” 周娜说， 这本书共100
页， 里面记录的是女儿2013
年成长的点点滴滴，“哪天学
会笑、哪天出牙、哪天开始走
路……有图有文字有时间，
感觉非常棒， 家人没事就会
去翻一翻。”

在周娜看来， 和普通书
相比，这本微博书花费108元
显得有点贵， 但是作为单本

单版，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她身
边已有好几位朋友都出了微博
书，除了宝宝书外，有的是记录
爱情，有的是记录吃喝玩乐。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网上
提供这种服务的商家有微博书
网、微印网、时光印社等。与传
统的“出书”相比，微博书的制
作流程并不复杂， 用户在网站
上登录自己的微博账号， 进行
授权之后， 眨眼间就可一键生
成微博书。随后，用户可以再自
行筛选微博、选择主题模板，确
定后就可下单打印并装订成
书。

据记者观察， 目前提供此
类服务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种
类也正在拓展。除了微博书外，
一些商家已经提供空间书、微
信书、人人书、豆瓣书等服务，
网友可链接多个平台进行个性
化打印。

微博潮人兴起出书热
百元定制专属“微博书”

最近，在长沙一家电台工作的罗女士生日收到一份惊喜———远在浙江的
好友给她制作了一本“微博书”。 这本书都是好友从罗女士微博上选取的精
华，通过专业网站编辑制作，并打印成册。翻着微博书，罗女士很激动，“这本
书就是我的人生成长纪念册。”

近来，时尚人群中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出书热”：他们通过专业网站的一
站式服务将个人微博、微信或QQ空间记录进行整理，自动排版后印制成纸质
书。这种不受题材限制、自由创作、风格独特、价格相对低廉的出书模式，潮
妈、白领、学生、驴友等人尤其喜爱。

背靠网络好出
书， 早已是出版界不
争的事实。如今，微博
出书热的兴起， 更像
是微博等互联网产品
与图书的一次“闪婚”。

不过， 一位出版
社的工作人员表示，
个人在网上私人订制
书是否属出版物，是
由其内容决定的，界
定比较难。比如，挂历
是出版物， 而印上广
告就是宣传品； 微博
书有思想内容的，属
出版物， 但它又涉及
电子商务， 印刷数量
极少、自己留存的，也
算是个人纪念品。

上述人士认为，
这种形式的书虽然是
平民文化生活的自娱
自乐， 但大大拓展了
出版业的外延。 尤其
是互联网的平台很
大， 其蓬勃发展也将
促使市场对个性印刷
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传统印刷业或许可以
借助互联网将更多的
新用户吸引和聚集起
来， 从而带动印刷这
一夕阳产业的回归。

在许多个性纸质书定制
网站， 用户在网上制作电子
书是免费的， 但如果你需要
打印出书则要付费。 商家主
要根据页数或条数计费，价
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
目前， 市场上出微博书的行
情是100页价格在100元至
150元之间，主要是根据纸质
来最后定价。

“与出版商动辄数万元
的出版费和冗长的出版周期
相比， 个性化制作微博书价
格还算亲民，时间也比较快，
基本1个星期之内就可快递
到客户手中。”从事微博出书
业务的商家广州微印信息公

司运营总监左勇江告诉记者，
他们的微印网站、 淘宝店自
2012年上线以来，生意还是非
常不错的，到目前为止，已为全
国各地客户制作了2万多本纸
质书， 尤其是今年以来的生意
非常好，贡献了20%的订单，达
到4000多本，“利润还是比较
可观的。”

据他统计， 出书人群中
40%为年轻妈妈， 主要是记录
宝宝的成长，其次是白领，占到
20%，还有15%是学生、驴友，
其他就是朋友、 亲戚之间以礼
物赠送。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田风

【商机】 制作成本不贵，利润可观

【新鲜】 网络内容自动集结成书

传统出版业
趁机搭上
互联网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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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周娜给女儿出了一本“微博书”，记录宝宝的成长点滴，她觉得这108元花得很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