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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 钞买价
港币 80.95
英镑 961.68
美元 628.3
瑞 郎 641.29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7.7197
欧元 770.95
加元 598.53
澳元 605

“加多宝凉茶”、“王老吉凉茶”，都是红
罐装， 都在5月底6月初上市。6月份马上要
到来，也将迎来凉茶的销售旺季，两罐红色
王老吉将在全国市场上演一场“争霸战”。

目前， 随处可见加多宝集团的广告。据
称仅今年4月，加多宝集团投入的广告费用就
有4亿元之多。而在5月28日，广药举行的媒体
沟通会上，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董事长吴长海
表示，已经预留了足够的预算进行宣传。

加多宝集团一方面在全国铺货 “加多

宝”凉茶，另一方面提出申诉的要求，颇值
得玩味。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加多宝此举不
在于夺回“王老吉”商标，而是为了扰乱广
药集团的生产销售计划。

中国危机管理切割理论创始人艾学蛟
认为，虽然“王老吉”商标归属广药集团，但
王老吉从销售额不足2亿元到200亿元的蹿
升奇迹，以及高达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却
是商标使用者加多宝集团亲手打造的。广
药要想保持“王老吉”的继续辉煌很难。

后市观察

两罐红色凉茶逐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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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 今日， 发改委
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空调和彩电节
能补贴产品细则，2012年6月1日至
2013年5月31日期间，家用空调定速、
变频一级及二级能效产品均可享受
政策补贴，补贴力度根据制冷量及能
效浮动， 最低补贴180元， 最高补贴
400元； 支持推广的高效节能平板电
视为能效1级的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
视，且能效指数分别达到1.7及以上水
平、1.4及以上水平， 被动待机功率不
大于0.5瓦，最低补贴100元，最高补
贴400元。

节能惠民新政对申报企业提出
了严格的要求。除了要求享受补贴的
企业必须具备完整而成熟的销售体
系、管理体系、售后体系等等之外，还
要求年推广高效节能空调数量不少
于10万台(套)。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式、多联式、
单元式空调机组，暂不纳入推广产品
范围。同时还要求，在近三年内，相关
产品于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国家
能效标识市场专项检查中全部合格的
空调品牌产品方可进入推广范围。

省商务厅商贸管理处处长刘飞
表示，我省将与国家保持一致，细则
基本不会有大的调整。然而，由于工
作安排，彩电空调补贴政策将从6月1
日起实施，但补贴到位可能要稍微滞
后。 ■记者 未晓芳

节能空调彩电
最高补贴400元

■记者 肖祖华

一纸宣判书， 未能终止广药与加多宝
之间的争斗，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5月28
日，加多宝集团在北京高调宣布“正宗凉茶
加多宝”上市。同时，抛出重磅炸弹，称已向
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已获立案。

也就在同一天， 广药集团在广州举行
商标授权仪式， 宣布授权王老吉大健康生
产“红罐王老吉”，并公布了对加多宝索赔
75亿元。

【战略抢先】
加多宝抢先发布“加多宝凉茶”

广药集团有言在先：将于6月初发布新
的“红罐装王老吉”产品 。加多宝集团抢先
一步，于5月28日在北京正式进行了加多宝
凉茶全国上市的新闻发布。“加多宝生产的
红罐凉茶，不再使用王老吉商标，更换为加
多宝凉茶”，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每个宣
传牌上都写着这样一句话。

记者看到，新发布的“加多宝凉茶”，瓶
身采用的依旧是全红加黄字， 双面印着加
多宝，瓶沿写正宗凉茶加多宝出品。味道与
原来的“红罐王老吉”没有区别。 加多宝集
团品管部总经理庞振国表示，新上市的“加
多宝凉茶”配方、工艺、口感、品质等都保持
不变，只是名称变化而已。

【战术缓兵】
加多宝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一纸宣判，难以让“商标之争”定音。其
实， 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
裁决的那一刻起， 这种明争暗斗就从未停
止过。近日，再次掀起波澜。

5月27日，加多宝集团在其官方网站上
称，已于5月17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并获得立案。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

示，仲裁实行的是一裁终局制，但是也可以
通过法院的撤销程序予以监督。李健认为，加
多宝申请撤销仲裁的成功率不高。 若其继续
生产销售红罐王老吉，将存在很大的风险。

一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一边举行新
品发布，市场人士认为，加多宝此举是在阻
击广药集团“红罐王老吉”新品的上市，并
为自己赢得时间。

【秘密武器】
“王老吉”秘方传人现身

除了“王老吉”商标以及包装之争，其秘
方之争是最核心也是最被市民关注的问题。
在此前加多宝集团与广药集团的新闻发布
会中，双方均称是“王老吉”秘方的所有人。

在5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多宝集
团请出了王老吉第5代玄孙王健仪。“王氏
家族独有的王老吉正宗凉茶祖传秘方将永
久授权加多宝公司”，王健仪表示，王老吉
只专注做凉茶，这是祖训。她对王老吉品牌
被用作绿豆爽、王老吉固原粥、王老吉龟苓
膏等产品表示痛心。

【刀光剑影】
广药宣布追索75亿侵权收益

同日， 广药集团也在广州举行了王老
吉商标授权仪式， 宣布将红罐和红瓶王老
吉生产经营权授予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 并同时发布了具体的追讨侵权
产品的数额75亿元。

据悉， 自红罐和红瓶王老吉商标回归
广药集团以来， 广州药业股价已经累计涨
幅超过25%。广药方面表示，将自裁决之日
起两年之内将“王老吉”商标整合到整体的
上市公司里面去。

“王老吉”商标之争再起波澜

加多宝：“正宗凉茶”高调上市
广药集团：赔我75亿侵权收益

5月21日， 广药集团
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
将于6月初发布新的“红
罐装王老吉”产品 。

5月12日，
广药集团公告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裁决：广药集团收回红
色罐装及红色瓶装王老
吉凉茶的生产经营权。

5月25日， 广药
集团给本报发来文
字材料，称任何企业
均无权对外发布“红
罐王老吉更名”等虚

5月27日， 加多
宝集团称，已经向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并已获立案。

5月27日， 双色球2012061期开奖，全
国共开出5注头奖，每注奖金1000万元，分
别被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南和四川的彩
民中得。当期计奖结束后，奖池再度刷新纪
录，达到10.21亿元。从5月17日2012057期
奖池达到8.14亿元，到如今突破10亿元，双
色球奖池在短短5期的时间里完成了里程
碑式的突破。同时，昨晚单期销量为4.51亿
元，也创下了单期销量的新纪录。

奖池“五一”后开始爆发 6亿到10亿仅用11期

3月20日，双色球第12032期计奖后奖

池达到5.45亿元。此后奖池金额在5亿元上
下浮动， 比较稳定。“五一” 小长假结束之
后， 奖池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5月3日
12051期6.18亿，5月8日12053期7.12亿，5
月17日12057期8.14亿，5月24日12060期
9.81亿，5月27日12061期10.21亿。 仅仅11
期的时间，奖池从6亿狂涨至10亿，平均每
期涨幅达到3.59%。

高额倍投≠高额回报 面对10亿奖池切莫
丧失理性

面对节节攀升的奖池金额， 越来越多

的彩民开始在双色球玩法上加大投注额
度。此前奖池达到8.95亿元时，曾有个别彩
民为了掏空奖池， 将倍投额度大幅提升至
200倍。但在双色球发行至今的9年历程中，
亿元得主仅仅诞生了7位。

公益性是我国彩票发行的重要属性，
如果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去疯狂投注，其后
果往往得不偿失。 除了彩民要摆正购彩心
态，广大投注站业主也应该主动向彩民宣传
理性购彩的理念，防止彩
民心态失控，避免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高原

10.21亿奖池+4.51亿销量 双色球破两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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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 ，
加多宝集团在北
京举行加多宝凉
茶全国上市仪
式。同日，广药集

团公布对2010年5月2日后
生产销售“红罐王老吉”赔偿
数额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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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