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1日讯 长沙马王堆海鲜市
场第四届闸蟹美食节即将开幕，今日下午，
马王堆海鲜市场联合工商部门对市场进行
清理，严格打击贴牌和虚假宣传行为。

记者在市场内渔百汇海鲜超市看到，

几天前摆放在门口的阳澄湖大闸蟹礼盒不
见了。该水产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卖
的是正宗苏州大闸蟹， 进货地销售的纸质
礼盒写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为了不误导消
费者，他们正重新制作礼盒。据了解，闸蟹

美食节期间店内闸蟹会同价位买三送一。
马王堆海鲜市场经理刘新辉告诉记者，市
场方与检测中心联手把关， 有市场初具分
销证才能进入闸蟹美食节销售。

■记者 未晓芳

▲

马王堆海鲜市场的闸蟹已经
陆续上市了。

本报9月21日讯 9月21日，本
报刊发了嗨淘网向消费者出售冒牌
阳澄湖大闸蟹的报道。但是，消费者
却遇到维权难的问题。

今日， 三湘华声法律援助团的
倡议者和发起人湖南金州律师事务
所陈平凡律师表示， 他愿意代表毛
女士进行免费诉讼维权。今天下午，
陈平凡律师告诉记者， 针对嗨淘网
售冒牌阳澄湖大闸蟹的问题， 他的
律师函已经写好， 将于22日递交湖
南快乐淘宝文化传播公司。

陈平凡在拟定的律师函中表
示，通过“防伪戒指”比对，可以证
实消费者在嗨淘网上购买的编号
为 12270132553 、 25211352037 、
19718882115 、 13518211344 、
22410932055、37143199237的阳澄
湖大闸蟹，是冒牌的，嗨淘网的行为
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

陈平凡认为， 冒牌阳澄湖大闸
蟹属于假冒伪劣产品。 首先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
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其次，侵犯了消
费者安全保障权。《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
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者有
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律师函显示，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四十九条， 以及嗨淘网
“假一罚十”的承诺，嗨淘网应十倍
返还消费者购买阳澄湖大闸蟹价
款，共计1790元。

“希望嗨淘网能够尽快做出反
应，与消费者协商解决此事”,陈平
凡表示，“从嗨淘网收到律师函之时
起计算5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后我
们会根据嗨淘网的反应进入下一步
的法律程序。”

■见习记者 肖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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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连续中标北京奥运会、 安哥拉非洲
杯、南非世界杯、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之
后，格力中央空调再次中标国际大型体育赛
事的中央空调项目，成为首家中标2014年俄
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空调企业。

格力离心式冷水机组中标欧洲第三大
购物中心

索契（Sochi）位于俄罗斯的黑海沿岸，

是欧洲名城之一，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疗养
地，2014年冬奥会就将在这里举行。Sochi�
mall作为2014年冬奥会重要商业配套项
目，坐落于索契市行政楼街对面，地处索
契市中心繁华地段， 建筑面积14.5万平方
米，是一家集零售和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多
功能娱乐中心。

2011年底开始正式运营的 Sochi�

mall将采用格力大型离心式冷水机组，至
此，格力成为第一家中标2014年冬奥会的国
内空调品牌。

正式运营后的Sochi�mall将成为索契市
第一家现代化购物中心， 与欧洲最大伦敦韦
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及阿联酋购物中心并称
“欧洲三大购物中心”。据了解，Sochi�mall建
成投入运营后每年将吸引1200万游客参观。

业内专家介绍，国际大型赛事的配套设
施对中央空调要求极为苛刻，尤其是对于东
欧气候比较恶劣的地区和国家来说，中央空

调更需要适应更宽的气候条件。
对于娱乐中心、 购物中心等大型建筑来

说，空调使用时间长、能耗较大、人员密度大、
负荷需求大、占地面积大且能耗较大，对于空
调系统的节能要求和可靠性要求很高。

本次中标2014年冬奥会， 源于格力空调
对品质的长期追求， 和其一直以来对于自主
创新、中国创造的潜心钻研，从而在世界范围
内获得了认可， 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最佳形
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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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中央空调中标2014年冬奥会中标企业

在全球经济低迷之际，中外家电零售业
发展态势迥异，以国美为代表的中国家电零
售业保持了两倍于本国GDP增速的增长速
度，而以百思买为代表的美国家电零售业出
现了连续下滑，同时，日本零售业也迎来了
“寒冬”。

而在中国，家电零售业正处于蓬勃的发

展上升期。8月底，中国最大的电子家电零
售企业国美发布了上半年业绩， 财报显
示，国美营业收入增长19.8%，利润增长达
到30.1%，可比门店收入也增长7.4%。在以
上三大关键指标上， 国美均优于百思买。
国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旺盛的市场需求
息息相关， 而在今年2月份百思买却宣布

自有品牌退出中国，山田电机进军中国市场
进展也相当缓慢。

有关专家指出，美国经济将在一段时间
内持续低迷， 而日本由于市场腹地较小，未
来市场空间增长乏力，直接影响当地家电零
售业的发展。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快速
平稳，国内市场对传统家电和新兴产品的需
求正处于爆发期，这为以国美为代表的中国
家电零售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无独有偶， 在全球知名零售洞察与咨询
公司 Kantar� Retail发布的 2010年度全球
Top50零售企业榜单中显示， 过去五年
（2005-2010年）， 国美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为25%，在入榜的电子家电类连锁企业中增速
最快。在未来五年的发展预期中，国美的增速
也位居全球电子家电连锁企业首位， 是欧美
家电连锁企业的1.5倍以上， 成为全球最具发
展潜力的家电零售企业之一。

关键经营指标超国际巨头 国美领涨全球家电零售业

经济信息

【形式一】
文身蟹：宣称在阳澄湖有基地

阳澄湖大闸蟹被奉为蟹中极品。时
下， 为了证明自己卖的蟹是正宗阳澄湖
大闸蟹， 商家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而忽
悠指数最高的当数中高端酒楼销售的
“文身蟹”。

这种闸蟹的蟹背上刻有“阳澄湖大闸
蟹”的字样，有的还写明是“专供”。卖蟹
时，销售人员会宣称该公司在阳澄湖有上
千亩的养殖基地， 所卖的闸蟹实属“正
宗”、“纯种”。

曾辗转阳澄湖、太湖、洞庭湖等多地
养蟹十多年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阳
澄湖周边养蟹的企业成千上万，而真正拥
有阳澄湖水面的并不多，有超过3000亩以
上水面的企业更屈指可数。他们指的养殖
基地，是个模糊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指
阳澄湖周边的池塘。

这些池塘养殖的大闸蟹出售到各地
的中高档酒楼，酒楼再用激光刻字机在蟹

身上刻上“阳澄湖大闸蟹”、“专供” 等字
样，刻一只蟹成本仅要三角钱。

【形式二】
洗澡蟹： 7天之后身价翻番

“市场上卖的阳澄湖大闸蟹， 约40%
都是洗澡蟹。” 湖南一家本土闸蟹品牌负
责人告诉记者，“每年中秋节后，阳澄湖周
边的企业就开始在各个湖区收购闸蟹。”

他坦言，我省的大通湖、洞庭湖也是
阳澄湖的“重要基地”，每年都有大量大闸
蟹运往阳澄湖。湖南人喜欢吃母蟹，公蟹
在本地不太好卖，这样，每年有大量产自
湖南的公蟹运往阳澄湖洗澡，7天之后作
为阳澄湖大闸蟹出售到全国各地。 前段时
间曝光的“洗蟹粉”，就可以用来将螃蟹的
肚皮洗得雪白，乍一看与正宗阳澄湖大闸
蟹无差别。

上述业内人士坦言，他公司去年就给
阳澄湖发了20万斤2.5两的公蟹。 当时以
40元/斤的价格出售，“洗澡” 后再卖的价

格至少翻了一番。

【形式三】
戒指蟹：戴假防伪扣装老大

除文身塘蟹、洗澡蟹之外，戒指蟹也让
人眼花缭乱。

一位卖蟹多年的湖南老板告诉记者，
普通螃蟹一分钟就能变身阳澄湖大闸蟹，
只要戴上防伪标志就行了， 而防伪标志很
容易买到。

“假防伪标志网上就能买到， 绝对可以
以假乱真。” 该老板表示，“查询电话都可以
做成一致的， 只要不去查就看不出来。” 记
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发现，不少商铺公然叫卖
2元/只的阳澄湖大闸蟹防伪戒指。 店家声
称，这些防伪标示上有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
志图案和专利结构件，上面也有电话和短信
查询方式。

“如果大闸蟹个头稍大， 戴上这样的
戒指，价格能升80%。”上述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

养蟹专业户讲述冒牌蟹变身过程

蟹变：文身、洗澡、戴戒指

《假蟹横行》系列报道之二

工商出动打击贴牌闸蟹

相关新闻

■记者 未晓芳

本报近日连续报道了徐记
海鲜、嗨淘网等叫卖假冒阳澄湖
大闸蟹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
烈关注。9月21日， 记者采访了
数位闸蟹行业业内人士，他们向
本报讲述了假冒阳澄湖大闸蟹
的三种主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