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酒价格猛涨还“惊动”了国家发改
委。发改委曾两次召开相关座谈会，要求
白酒企业稳定价格、加强自律。

“这些酒买的人不喝， 喝的人不买。”
北京城南一家名酒卖场的销售人员对记
者说，买高档白酒的主要是机关、国企等
团体客户，他们对白酒价格不敏感。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
章认为：“政府不能管产品定价，但可以影
响市场需求； 不能控制普通消费者的需
求，但可以管公务消费。”

业内专家建议， 针对高档白酒的暴
利，政府还可以考虑出台“暴利税”，促使
厂家合理定价；此外，还应进一步规范高档
白酒流通市场，防止商家层层加码恶意炒作。

■据新华社

管住公款消费 方是治本之策

澳门博彩业迅速发展， 各大赌场均发
生不同程度的赌场犯罪，为此，各大博彩娱
乐场纷纷引进高科技尖端的防千技术与装
备。但老千们却本着“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
梯”的心态来作案，其手法更是层出不穷。

澳门司法警察局博彩及经济罪案调查
厅厅长张健华近日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去
年澳门共录得1400多宗博彩罪案，以不法
借贷、偷取筹码、行使假筹码最为普遍。其
中，破获出千案件共3宗，而今年7月所侦
破的“内地老千集团洗牌机调包案”，是澳
门首宗破获的前所未闻的高科技出千案。

张健华透露， 警方接报作长时间侦查

后， 发现一个由逾10人组成的“老千”集
团，先派人进入赌厅一张百家乐台赌博，趁
职员不察觉时， 把位于庄荷脚下附近的洗
牌机“偷龙转凤”，把加装了微型摄影及发
射装置的伪造洗牌机混入赌厅中。 该集团
从而利用赌厅惯例， 以400万至500万元包
下该赌台，并要求在1小时后才开始赌博。

不法之徒便利用此空档时间， 透过伪
造洗牌机传送的洗牌片段来记录牌序及作
出分析， 得出顺序结果后便返回赌台继续
开始赌钱，从而成功骗取赌厅至少2000多
万港元。警方侦查后，最终锁定7名来自内
地的男子为犯罪嫌疑人。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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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疣·疱疹·非淋·皮肤顽疾
本院采用老祖宗的中医传统方法治疗，20 年来全国

各地久治不愈的患者来我院治疗，不管病程多长、病情
多复杂，通过我院治愈后无一例复发，特告被病痛困扰
的病人，不要再错过机会，不要再上当受骗。

湘潭市林敏医院
地址：湘潭市湘衡路 261号

电话：0731-

（本院不打高科技尖端医疗的幌子 采用祖国传统中医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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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1146 期 本期投注额：16438606 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 年 12 月 13日

22 选 5第 11340期 本期投注额：1882152 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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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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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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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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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注)

1
10
165
1947
27724
368826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47752
1800
300
20
5

2011年12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王慧 图编/刘丰 美编/王先浩 校对/刘湘 A19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中国·文摘

一瓶普通的53度飞天茅台， 三四年前
尚不过五六百元，如今市场价竟高达2000
元左右；五粮液、国窖1573等高档白酒也
闻风而动，身价日增。

业内专家认为， 高档白酒敢于肆无忌
惮地涨价，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款消费致
使市场对价格不敏感； 只有严控公款吃喝
风，才能真正防止高档白酒乱涨价。

【现象】 以贵为荣“怪象”丛生
高档白酒的风向标无疑是作为中国

“白酒之王”的茅台。去年底，茅台曾宣
布“限价令”———每瓶53度飞天茅台零
售限价959元。然而，今年以来，茅台酒
价格一涨再涨，零售价翻了一番 ，且供
应紧张。

据合肥市一茅台代理店负责人告诉记
者， 目前53度飞天茅台价格已经卖到了
1800多元一瓶，“已经没货了，估计要突破
2000元一瓶。”

涨幅惊人的还有国窖1573。泸州老窖
集团日前宣布把国窖1573的出厂价上调
至889元，终端零售价则涨至近1400元，涨
幅达40%。

高档白酒不仅在疯狂涨价， 且存在许
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怪象”。

其一，一店一价，相差悬殊。同样一瓶
茅台酒，在不同商店价格差别很大。

其二，该卖的不卖，不该卖的乱卖。在
一些茅台专卖店，因为“限价”茅台根本没
得卖，而很多网站、烟酒行却卖得很活跃。

其三，季节性涨价变成四季都涨价，甚
至本不该是涨价季节的夏季， 白酒照样价
格上行。

其四，涨价产生连锁效应，酒厂纷纷以
贵为荣。只要茅台一提价，其他品牌也会纷
纷跟着涨价，生怕自己“掉队”。

【调查】 想涨就涨 底气何来
高档白酒价格一路飙升，想涨就涨，究

竟哪来的底气？面对各方质疑，几乎所有厂
家都把调价原因归结为企业成本上升。

“农产品涨价、人工开支增加和税收等
因素，的确使白酒厂商成本有所增加，但部
分知名高档白酒的价格一年来已接近翻
番，这绝不是成本增加能解释的。”安徽一
家酒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档白酒每斤
生产成本一般不到100元。”

业内人士指出， 通过涨价手段获取更
高利润， 已经成为高档白酒行业的惯用手
法，其背后有着多重推力。

一是炫耀性消费需求让涨价有机可
乘。国内高收入群体形成，体现身份的奢侈
品消费形成了这种奇特的“刚性需求；二是
流通环节多，层层加价严重；三是市场炒作
推波助澜。 由于高档白酒具有一定的垄断
性， 一些企业通过控制产量和出货量等方
法赚取更高利润。

白酒发“酒疯”，公款是“推手”
调查：成本不过百元，售价超两千 市场：买的不喝，喝的不买 专家：严控公款吃喝

“老千”赌场骗庄家2000万
内地男子用高科技装备作弊被澳门警方识破

河北省乐亭县养殖经营者李学志等
107人，13日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以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为由
向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提出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要求康菲停止侵权、消除危险
并赔偿经济损失4.9亿余元。

提及索赔额度的依据，该案律师赵京
慰透露，渤海湾溢油事故导致渤海沿岸的
水产养殖经营者所养殖、 生产的海参、扇
贝等水产品大量死亡，损失惨重。

据赵京慰介绍， 今年下半年以来，其
律师团队分别向国家海洋局、农业部申请
了政府信息公开， 上述部门均出具了回
函。“这是渤海湾溢油事故爆发以来，民间
人士罕见地同时获得国家海洋局、农业部
的回函。 回函中的核心数据及官方结论，
再结合养殖经营者受到现实损害的事实，
表明目前该案已完全具备了进入司法程
序的条件。”赵京慰称。 ■据经济参考报

107位渔民起诉康菲
索赔4.9亿

专家建议

近日，网上关于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
“中央花园” 盖起住宅楼一事炒得沸沸扬
扬。记者在现场看到，名为旅游经济适用
房的两栋楼已拔地而起。 知情人透露，其
中一栋是杨家岭村自己加盖的，没有任何
审批手续。

延安市房管办表示，这个所谓的杨家
岭旅游集团经济适用房，尚未办理《预售
许可证》，尚未进入购房资格审查阶段。

■据新华社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
竟盖起住宅楼

今年以来，高档白酒身价日增，很多品种的价格突破了千元大关。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