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30日讯 通过回收
高档白酒空酒瓶，使用低价酒勾兑、
然后贴标，仿造市面上高档白酒，从
而赚取暴利。 记者今日从株洲石峰
警方获悉， 该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
局成功打掉一特大生产销售假酒团
伙，涉案金额上千万元。

不同假酒仿真度不同

今年7月，石峰分局治安大队接
群众举报称， 辖区内有烟酒店销售
假酒。民警经过5个月的前期调查与
摸排，经厂家鉴定，发现这些烟酒店
售卖的部分高档酒确实为假酒。

男子易某与这些门店老板频繁
联系，但其反侦察能力很强，时常变
更交货地点，经常往返长沙、株洲两
地，与长沙的陈某等人联系密切，警
方顺藤摸瓜挖出位于长沙的3个制
造假酒窝点。

“一件（6瓶）成本300元的低档
酒，当高档酒卖，最高可以卖到上
万元。”办案民警介绍，他们将窝点
设在待拆迁的民房内，均为夫妻双
方或是家族式集团制假。他们用回
收的高档酒旧瓶，灌入廉价的勾兑
酒， 大多是十几元一瓶的低档酒，

再重新贴标包装，价格翻几番，牟取
暴利。“针对不同的销售商，对假酒勾
兑的比例、 贴标的仿真度也不同，外
行人从外观上看，很难看出与真酒的
区别。”

成本200元的假茅台卖1500元

他们生产一瓶成本在200元左右
的假茅台，转卖到烟酒门店的价格约
为800元/瓶， 烟酒门店则以市场价
1500元/瓶卖给消费者。

12月27日，石峰警方联合株洲市
治安支队、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兵分两路在长沙、株洲两地抓获犯罪
嫌疑人20余人， 查获生产假酒窝点3
处，假成品酒、半成品酒、原酒近1000
余件， 各类制作假酒的包材十余万
件，涉案物品整整装了5辆大货车，预
计涉案金额上千万元。该批假酒不仅
销往株洲、长沙，民警还截获了正准
备发往浙江、江西等全国各地的60多
个物流单。

该生产销售团伙成员易某等14
人已被刑事拘留，其他人员移交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目前，该案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邓伊善

本报12月30日讯 根据国家发
改委消息， 今日24时， 年内最后一
次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 本次油
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汽油每吨上
涨235元，柴油每吨上涨230元。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
上涨0.18元 ；95号汽油每升上涨
0.1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0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容量估

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9元。
据了解，这也是本年最后一次油

价调整。在2019年全年内，国内成品
油共进行了二十五次调价，具体为上
调十四次、下调七次、搁浅四次。本次
调价过后，2019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
“十五涨七跌四搁浅”， 这里面包含3
月31日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进行的
下调。 ■记者 卜岚

刘征，40岁，左眼失明，
在颐而康颈肩腰腿痛医院
担任按摩技师20年。

延伸观察

记者点评

夜技师：凭双手创造“光明”舞台
晚上去按个摩解解乏成长沙消费常态，盲人技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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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想考大
学的，因为这只眼睛，后
来放弃了。”来自湖南岳
阳的刘征回想起青葱岁
月，仍有些感伤。自幼聪
颖好学的他， 由于左眼
意外失明， 无奈放弃学
业， 最终选择进入湖南
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学
习按摩推拿。

在特教学校潜心
学习了整整3年按摩推
拿后， 刘征顺利出师。
1999年，他来到湖南颐
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
限责任公司，这一干就
是20年。

“你们的黑夜就是
我们的白天。” 刘征说，
从业20年间， 也经历过

倦怠，遇到过瓶颈，是业务
上不断学习和为患者解决
疼痛的成就感， 让他坚持
到了现在。

他师承王延臣教授的
“龙式治脊”，对慢性疼痛、
颈肩腰腿痛， 以及内科病
症的头痛、 失眠等中医推
拿治疗都有独到见解。

2018年6月，湖南省残
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盲
人技能人才创业颐而康基
地挂牌成立，10位盲人技
能师傅成立特色工作室，
刘征正式走上创业之路。
2019年， 全国盲人医疗按
摩人员考试开考， 刘征成
功“闯关”，获得盲人医疗
按摩人员初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

每个霓虹闪烁的夜晚，长
沙的夜消费总是那么热烈，按
摩解解乏是不错的选择。

颐而康万里时代店店长曾
女士介绍， 上下两层的店铺平
时一天接待顾客200多位，最高
峰可接纳约300人。 每晚7时左
右会迎来顾客晚高峰， 店内免
费提供的100多份煲仔饭不到
半小时便“一扫而光”。

被戏称为“脚都”的长沙，
无论是颐而康这样的大型连锁
按摩机构， 还是街头普通的按
摩小店，每到夜晚，生意都同样
火爆。 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
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江山介绍， 湖南每年接受推
拿服务的人达数千万人次。而
来自湖南省足浴按摩行业协会
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长沙小
有规模的按摩机构已多达300
余家。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实现对盲人技能人才创业的
孵化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的
提升，要进行制度“造血”，人才
精准孵化，通过创造平台，为盲
人实现“拎包”创业，打造出杰
出的品牌效应。

夜幕落下， 长沙芙蓉中路上迎来下班车
流高峰。12月26日晚7时，盲人按摩师刘征早
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而这种繁忙的状态一
般持续至晚上11时左右。“通过预约服务，正
常接待8至10位顾客。”

每每未到华灯初上， 颐而康颈肩腰腿痛
医院前坪的停车场就会一位难求。“老熟客早
就预约好了医生， 尤其是盲人按摩师， 俏得
很。”12月26日晚7时，停车场保安叶师傅说，
晚班工作量几乎是白班两倍。（扫报眉二维码
看视频）
■文/图 记者 张洋银 视频/卜孟平

在刘征接待的顾客
中，有九十多岁的老人，
也有十几岁的青少年，
年龄跨度挺大，“有个中
学生，刚上初中，颈椎就
有错位，引发头痛，现在
中学生来治疗的并不罕
见。”

刘征就对一位91岁
患有骶髂关节疼痛的彭
爹印象深刻。一年多前，
彭爹慕名前来， 这一结
缘就是一年多。今年，因
为颐而康的内部创业机
制， 刘征成立了个人工
作室，预约人数激增。他
说， 晚上预约排队等待
半小时以上几乎成为常
态。

“晚上按个摩，可解
一天乏， 舒服。”12月24
日晚， 家住长沙雨花区
香樟东路万里时代小区
的陈女士和朋友来到附

近的颐而康万里时代店。
她说， 自己一个月要来七
八次， 是晚上休闲活动的
重头戏。

专业的技能， 熟稔的
手法，亲切近人的态度，让
刘征获得一大批“粉丝”和
回头客。“点单率高， 收入
还不错， 但我一直不甘心
只做普通的按摩师， 我想
针对康复治疗，自主创业，
进一步得到社会的认可。”
刘征感慨， 现在有了工作
室，创业梦想实现了。

刘征说， 按摩的群体
趋于年轻化， 以30岁左右
的人群最为集中， 尤其是
白领上班族， 长期伏案工
作，缺乏体育锻炼，让其颈
肩腰椎难堪重负。他认为，
按摩经济已成为长沙夜经
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这座城市工作节奏越来
越快的佐证。

掌握命运，钻研按摩推拿20载

成立工作室，收获大批“粉丝”

人物档案

每年数千万人次
接受推拿服务

行行出状元。 长沙夜经济
繁荣的背景下， 盲人按摩师群
体有了更需要他们的位置。

每个忙碌的夜晚， 他们都
能踏上最繁忙最“明亮” 的舞
台，通过双手，辛勤工作，点缀
着星城的不眠之夜， 护理着众
生的疲惫之躯。

夜经济点亮了
“残缺”人生

油价今年最后一次调整
今起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9元

十几元钱一瓶的酒“换装”变高档酒
涉案物品装了5辆大货车，涉案金额上千万元

12月24日晚，刘征在颐尔康颈肩腰腿痛医院为患者按摩治疗(左图)。市民在
按摩洗脚休闲（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