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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只！活牡丹虾现身杭城餐馆
众虾登上夏季老百姓餐桌
商报讯（见习记者 朱光函）钟
女士是个美食爱好者，尤其喜欢吃海
鲜。最近，她看到有饭店在卖活的牡
丹 虾 ，便 激 动 地 向 本 报 热 线
85188518 爆料：
“ 我记得平时在市
场上看到的大多是冰冻的牡丹虾，这
次能看到活的牡丹虾，感觉太难得
了。”
钟女士所说的海鲜店位于近江
海鲜街，名为“大唐沈家门海鲜”，负
责人唐延胜透露，这是店里首次引进
活的牡丹虾，牡丹虾面市时间短，只
有两三个月，所以店里也只是先尝试
一下。
事实上，爬上老百姓餐桌的虾，
除了新奇的牡丹虾外，还有许多种。
阿根廷红虾、竹节虾等产品，也颇受
杭州市民欢迎。

浙江省湖南商会
筹备成立“芙蓉精英会”

图文无关

人较多，一盒三只装，就可以做一盘菜了。
”

采购价 340 元/斤的牡丹虾
只有两三个月的露面时间
在近江海鲜城大唐沈家门海鲜餐厅内的水族箱里，不少水
产正在畅快地游走，
而其中那些色如樱花的虾，就是牡丹虾。
牡丹虾常常被用做刺身，肉质较有弹性，口感脆爽，据说比
龙虾更嫩。大唐沈家门海鲜餐厅首次引进牡丹虾。唐延胜透
露，
“之前在国外吃过这种虾，觉得味道不错，
便开始关注。
”
唐延胜介绍了牡丹虾目前的市场行情——个头不算小，四
五只就可以做成一份刺身，不过价格有点贵，每只要卖 60 元，但
对吃货来说，
这价格挺值得，
点单来吃的人不少。
听说市面上有活的牡丹虾，新农都水产市场办公室负责人
莫宝良也大呼“挺新奇”。
莫宝良透露，目前，牡丹虾大多是以冻品的形式出现在杭
州市场上的，属于进口类冻品，冰鲜的也比较少见，更别说是活
的了，而就算是数量较多的冻品牡丹虾价格也不便宜。
“大虾一斤仅有 10 多只，拿货价 170 元/斤，中等的牡丹虾一
斤 18 只-20 只，价格为 160 元/斤。”他说，
“不光是牡丹虾，越来
越多的新奇虾品种出现在了杭州市场上，比如富贵虾、竹节虾
和阿根廷红虾等品种，市场接受度不错，特别是竹节虾，批发的

夏季已到 众虾登场
明虾日销可达 84000 斤
不光是高端虾挺活跃，在终端消费市场，大众虾品同样备
受欢迎。
记者在屏风街农贸市场看到，买虾的消费者真不少。孙老
板家的河虾是刚从养殖基地拿来的，70 元/斤，来买的大多是附
近住户，单个消费者购买量都不大，即使如此，总销量仍挺可
观。昨天下午 1 点半，孙老板就透露，当天进货的 70 斤虾基本
都卖完了。
河虾生意不错，
明虾生意更好。
新农都水产市场负责人莫宝良透露，现在明虾在众多虾中
价格较低，市场里的批发价为 25 元/斤，每天的交易量都在 8 万
斤以上，前天甚至达到 8.4 万斤。而河虾的销量也不错，7500
斤/天的销量绰绰有余。
不过今年基围虾的价格比去年要略高一些，每斤 40 只规格
的基围虾卖 140 元/斤。
“随着今后气温逐渐升高，虾的价格会不断走低，到盛夏时
节，各种虾会全面上市，到那时就是一场虾的盛宴。
”莫宝良说。

人力资源风向标

手机成为第二大工作工具
提高效率还是增加工时？
商报讯（记者 张恩）你每天花在低头看手机的时间有多
少？微信，让你的工作更高效还是更零碎？近日，前程无忧发
布了一项有关手机用时的调查，其中显示，手机已经成为仅次
于电脑的工作工具。
据悉，最初前程无忧希望通过调查研究“为什么面试爽约
越来越常见”。从数据看来，通过 email 回复面试的人，比在手
机里说会来面试的人实际到场率要高出 2 倍多。

27%上班族每天花 4-8 小时玩手机
几乎和工作时间同步
手机正在逐步成为职场人士的第二大工作工具。调查显
示，27%的上班族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为 4-8 小时，几乎和工
作时间同步。超过2/3的人微信上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工作群。
当时询问“能在下班后或者周末把手机关掉吗”，91%的人
回答“不”，因为总有上司或者同事会为工作事项在下班后通过
微信联系自己。
但有趣的是，人们花在手机上的多数时间，其实与工作并
无直接关系。根据投票，上班族低头看手机最主要的是阅读、
看视频、游戏、聊天、转发信息、逛网店下订单、上课、培训等，工
作相关的邮件和网络会议花费的时间远不及前者。
由于时间被分解得更零碎，受访者普遍感觉，工作的时间
被延长了。超过 2/3 的受访者说，自己被要求加入部门、项目或
者客户的社交群中，随时会接收到各种工作或非工作的信息，

需要不分时间地予以反应，57%的人说因为未能及时在工作群
中有所反应反馈而受到过指责，或被认为对工作缺乏关注。当
然，也有 78%的认可社交群很方便传达信息。

手机成注意力抢夺的最大领地
其影响力与职场文化紧密相关
尽管手机使得信息的获取非常便捷，
但是用于处理信息的时
间也大大增加，
手机已经成为中国商场注意力争夺的最大领地。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认为，手机在工作和生
活中的“戏份”越来越重。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新形式淘汰既有
模式不可逆转，但是爆发式、没有渐进过程的替代，严重干扰人
们现有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而无节制地发挥、开发手机的能量，
终将使得手机带来效率和价值日渐势微。
“如果一份报告说中国人每天打开微信 30 次以上，那么几
乎所有看到报告的企业都会往里砸钱。
”
冯丽娟说。
冯丽娟同时表示，手机的影响力与中国人的职场文化有很
大关系。中国的职场缺乏对个人时间和私隐的尊重，手机的频
繁使用加剧这一情况，受访者普遍表示，微信圈中各种信息是
焦虑增加、心态不平和注意力涣散的推手之一，同时对公共环
境的影响也非常明显。相对而言，智能手机在发达市场的普及
率低于中国，使用也相对收敛。欧洲很多上班族有两个手机，
一个应付工作，一个用于生活，分时使用。不少国家禁止手机
在公共交通和医院等公共场合上发出声响。

商报讯（记者 张恩）近日，浙江省湖南商
会筹备成立“芙蓉精英会”，并在其副会长企业
——杭州妃雅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就筹备事宜
进行了探讨。
会员企业就如何更好地组织商会内女性企
业家开展活动等进行了讨论。会议最终确定了
基本的运作架构，并将组织名称定为“浙江省湖
南商会芙蓉精英会”
（简称
“芙蓉会”
），还选举了
会长及七位核心成员，相关责任区分到人，
分管
职场礼仪部、金融资本部、旅游运动部、家庭教
育部、美丽健康部、人际交往部、互联网信息部
这七大部门。
会上还确定了社群管理原则，以七天为星
期，实行七位会长轮值当班制度，对社群进行管
理，做好芙蓉会成员的服务工作，急女性成员之
所需，联谊女性成员之感情，
并设定了入群人员
要求及信息建档制度。
据悉，
芙蓉会将择日举办启动仪式，
这将标
志浙江省湖南商会芙蓉精英会正式成立。

建筑工程岗位“遇冷”
去年需求较前一年降低 1.6%
商报讯（记者 张恩）某些职业类的社会需
求量变化，必然会影响相关专业毕业生的求职
难易度。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发布《2016 年中
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根据 2015 届大学毕业生
就业数据，
解读了当下的职业趋势。
研究发现，
“中小学教育”
“互联网开发及应
用”
“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
“ 医疗
保健/紧急救助”
“ 媒体/出版”。其中，
“ 中小学
教育”是 2015 届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量增加最
多的职业类，就业比例为 8.7%，与 2014 届相比，
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该职业类毕业生毕业半
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 3495 元，在 2015 届本科毕
业生社会需求量增加最多的 5 个职业类中最
低。
“建筑工程”
“ 机械/仪器仪表”
“ 销售”
“电
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 机动车机械/电子”
是 2015 届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量降低最多的
前五个职业。其中，
“建筑工程”是社会需求量
降 低 最 多 的 职 业 类 ，其 就 业 比 例 为 6.0% ，与
2014 届相比，降低了 1.6 个百分点，毕业生毕业
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 4025 元。

无忧精英网获
“上升最快行业门户”奖项
商报讯 （记者 张恩） 近日，前程无忧旗
下面向专业人才的无忧精英网荣获“中国新
媒体上升最快行业门户”奖项。该奖项由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和中国新媒体门户大会组委
会颁发。
据悉，无忧精英网于 2015 年上线，一年左
右的时间，
已聚集了千万名职场精英的信息、近
万名通过严格审核并认证的专业猎头，发布高
端职位超过四万个。这些职位覆盖了北上广
深、杭州、南京、成都、武汉等主要城市，行业涉
及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汽车、医药、快速消费
品、能源等多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