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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个“iPhone在线”？

小心信息泄露！

iPhone的热销， 让iPhone产业链也火

了一把，这其中包括“Q Q 显示为iPhone在

线”的代挂服务，一个月花5元，就可以让

你的Q Q 显示为“iPhone在线”。

近日， 淘宝网上有上百个商家挂出售

卖“Q Q 显示iPhone在线”的标语，而销量

最高的商家，近一个月内售出了3000多件，

且数量仍在不断上升。

由于购买这项服务要把Q Q 账号和密

码告诉卖家，360网络安全专家昨日也提醒

网友说，“Q Q 就是你的朋友圈子， 信息泄

露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营业房
●酒店票务、咖啡厅租84538776酒楼·茶楼转让

●红牌楼千平茶楼18681223377
●十陵千平酒楼转18980932955
●大型酒店优价租13547802277

双流食品厂转让或出租

1000平方双QS肉制品、豆制品，可
合作,详询13882133389范先生
●优品道茶楼转让13308193929
●●宾馆低价转让18980055799餐馆转让
●光华村餐馆酒店保健81712172
●清水河公园后门800平餐饮会所

转让或经营股东13808208239
●高新区火锅店转18244225655
●望平街精品旺餐13980889845
●西门中餐750平转13540006723
●西大街240平中餐15908176258
●春熙路餐饮转让18980805700
●青白江600火锅转15528791819
●桐梓林850平餐转15198075067

●簇桥416平餐低转15108277531
●市中心旺餐98平15228818694
●转400平米火锅店13548151988
●双流560平火锅转13880492802店铺

●转洗车场可空转15198195607
● 盈利高档汽车美容店转
13880813307
●急转双流县城中心某大型2000
平在营歌城，接手即可营利
13258372533
●大丰KTV急转18980836810

厂房租售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厂房及场地出租18030627028
●东三环厂库出租13551119525
●川陕路蓉都大道天回路418号场
地厂库房办公楼出租83573335
●出售2600平厂房18215573783
●●金堂厂房租售13882013333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钱媒投资，专业中介，详询
18081985598,18081986598

招商
●寻购土地或合作13198543600
●公园物业招商13808208379
●转青城山绝版地18681251383
●新荷花池美食街招租83586777
●优转80亩星级农庄,设施齐全,
地理绝佳，可租13880811228李
●转建筑劳务公司13608179639
●竹包装礼品水杯13688483770
●内江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平台建
设寻代理3日内止邱15694065586

招聘
●高薪聘空调安维技工87620605

空调修移
●成百专业修空调加氟85554420
86111141●87026022●87782201

家电维修
●成百修空调彩电冰洗86252819

全自动麻将桌

●四口机科技打成18200201868
●新电脑麻将合作18328736388

●扑克机麻新方法4000444235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吉安★高中低档新车83028288

装饰装修
●消防咨询施工4008636119石材养护·抛光
●亮丽翻新晶面抛光蜡61377778保洁服务
●净牛专业家庭保洁★87327168
●保洁就找鲜鲜智家4000499996疏通管道
●营门口87676040玉林85566508疏管掏粪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防水·堵漏
●专业屋厕防水电粉刷87383928搬家公司

●大发搬83288888空调85188195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乐民搬家87743676优85543488

●红明低价84333310优84331619

●百顺87766028空调琴86266468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空调
●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

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周氏灵堂棚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急收15902878988空调桌椅等
●收空调餐厨废旧13551226500

律师服务
●吴律师民婚疑案13084418318
●民刑事法律咨询13548110110

工商行业咨询
●优价专业工商财务速66637688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免费快办照验资资质66555007

商务咨询
●探真天下R调查公司84192213,
4006-594-007网址tanzhen.com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2236045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启事
●声明：四川瑞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拟转让，无债权债务纠纷
●唐丰禄的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
市场百货二区西厅4排13号营业房
经营权和租赁合同书遗失作废
●四川建筑消防设施检测中心
（税号519000709151885）四川省
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通用手工发
票存根壹本（10009601-1000962
5）发票准购证壹本遗失作废
●保利花园二期7栋3单元1503号

房屋合同号HY-02-D-1099遗失
作废
●沈发奎的《成都荷花池市场营
业房(摊位)经营权和租赁合同书》
(摊位号百货二区西厅4排17号附
1-2号原件遗失,特声明作废)
●高新西区上锦颐园-佳境罗红
松购买63-(-1)-267号车位合同
遗失
●韩啸成都大学户籍转移证明遗
失

身份证遗失
●刘承娟身份证5125321982091
40028于2013年1月2日遗失作废

汽车报失
●川A117BR，北京现代瑞纳，发
动机号：BB756281，车架号：
LBERCACBXBX157186于 2012
年12月23日20点许在第一园小区
茶楼门口发现被盗。联系人：姚彩
洪15982288750
●川AV346S黑色长城哈弗牌H5
车架号LGWEF3A53CB012949发
动机号SLS8084于2012年12月26日
15时左右在新都区新繁镇安全村4
组卧龙桥菜市后门被盗.知情者
请电18982251377叶培蓉

业内人士称，对消费者而言，此次处

罚后， 有可能会拉低液晶面板的价格，同

时上述企业承诺液晶面板的保修期从18

个月延长至36个月。

事件：已收到1.72亿元退款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布消息称，韩国三

星、LG ，中国台湾地区的奇美、友达、“中

华映管”、瀚宇彩晶等6家企业在2001年至

2006年期间，利用优势地位，合谋操纵液

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实施价格垄断行

为， 涉案液晶面板销售数量合计514.62万

片，违法所得2.08亿元。

国家发改委已依法责令涉案企业退

还彩电企业多付价款1.72亿元， 没收3675

万元，罚款1.44亿元，经济制裁总额达3.53

亿元。其中，三星1.01亿元，LG 1.18亿元，奇

美9441万元， 友达2189万元，“中华映管”

1620万元，瀚宇彩晶24万元。

发改委表示，由于上述企业违法期间

《反垄断法》尚未颁布施行，对本案的价

格垄断行为是依据《价格法》进行处罚，

罚款基数是这些企业的违法所得。

据悉，截至目前，T C L、创维、康佳、长

虹等9家主要彩电企业已收到了1.72亿元

退款。

幕后：6年召开53次

“

合谋会议

”

此次6大企业操控价格被曝光， 源自

举报。

据悉，自2006年12月开始，国家发改

委多次收到举报材料， 反映上述6家企业

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2001年至2006年

期间，6家涉案企业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韩

国共召开53次“晶体会议”，针对全球市

场交换液晶面板市场信息，协商液晶面板

价格。 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液晶面板时，

涉案企业依据“晶体会议”协商的价格或

互相交换的有关信息，操纵了液晶面板市

场价格。

发改委在其官网上表示，“本案的调

查过程复杂、 曲折， 证据的提取难度很

大。”同时，调查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和时间，因此，调查的时间周期

比较长。

原因：技术缺失引来价格操控

对于此事，成都商报记者昨日采访三

星、友达光电等企业，不过对方表示不予

评论，长虹相关人士也告诉记者，关注此

事，但不愿过多解读。

著名家电专家刘步尘昨日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境外企业能够轻易操控液晶面

板的价格，主要原因是大陆彩电企业在彩

电生产和研发上， 核心技术的缺失。“目

前，70%的彩电面板依赖进口，主要集中在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依赖度高。

据统计，2001年至2006年，液晶面板成

本占彩电生产成本的80%左右， 近年来这

一比例有所回落，但也在70% 左右。对此，

刘步尘告诉记者，此次处罚之后，“液晶面

板价格下降的可能性增大，但目前市场格

局不会改变。”

影响：彩电面板保修期或延长

目前， 涉案的6家企业已提出整改措

施：一是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法律，自觉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其他经营者和消

费者合法权益；二是承诺尽最大努力向彩

电企业公平供货，向所有客户提供同等的

高端产品、新技术产品采购机会；三是承

诺对彩电企业内销电视提供的面板无偿

保修服务期限由18个月延长到36个月。

刘步尘告诉记者，“面板保修由18个

月延长到36个月后，相信所有彩电企业也

会做出保修期延长的承诺，这对消费者来

说，是直接的利好”。

国家发改委昨日表示，韩国LG 、我国

台湾地区的奇美、友达等企业已在2012年

12月前开始实施保修期延长政策，韩国三

星也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据行业协会

测算，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彩电企业减少维

修成本支出3.95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第一代身份证停用

小长假每天30名旅客被拒乘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今年元旦3天假期

的航班数量分别是532、549和588架次，低

于去年同期水平。 但旅客出港人数却有一

定的增长，元旦3天假期总的出港人数均超

过去年同期，增幅达到了10%以上。

据了解，因为从本月1日起，第一代居

民身份证停止使用， 元旦节3天小长假里，

平均每天有近30名旅客因持第一代身份证

乘飞机而被拒。

办证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旅客，

如果第二代身份证遗失了， 或还未申领到

第二代身份证， 需到机场办理临时身份证

的旅客，务必要携带户口簿、驾驶证等第三

方有效证件， 同时还须提供近期免冠正面

照片两张。 办理的乘机临时身份证仅限当

日有效。

吕俊明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郎酒：市场形势严峻

今年控量不增长

昨日，郎酒集团表示，2012年郎酒销售

收入达110亿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增长10% 。

郎酒集团方面表示，已意识到2012年、2013

年白酒市场的严峻形势，2013年将控量不

增长。就在2012年初，郎酒方面曾提出135

亿元~150亿元的销售目标。 有业内人士表

示， 目前包括郎酒在内的不少高端白酒都

依据市场调缓了发展节奏，或控量或降价。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春熙路附

近多家酒类超市， 郎酒的主力品牌红花郎

都在做促销活动。在其中一家超市，工作人

员介绍称，“购买一瓶标价568元的红花郎

（10

年

）， 送标价288元的52度泸州老窖特

曲一瓶。”而购买3件（

每件

6

瓶

）以上的红

花郎（10

年

），则能以团购价358元售出；在

庆云西街1919酒类连锁超市， 零售促销价

低至369元/瓶。

“前年，不少经销商都从郎酒那数千

万地进货，去年整个行业形势不好，加上还

有前年的存货，都不敢大规模进货了。”昨

日，有郎酒经销商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实习生 熊玥伽

某些小区业主无法自主选择宽带运

营商的“窘况”有望从4月1日起改变。

工信部网站去年12月31日发布消息

称， 工信部近日颁布了有关光纤到户

（FT T H ）的两项国家强制性标准，其中对

用户自主选择宽带运营商、新建小区铺设

光纤网络等做出了强制性规定。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在国标正式发

布之前， 四川在2012年4月就发布了 “省

标”，其《四川省住宅建筑通信配套光纤

入户工程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涉及住

宅光纤入户的强制性标准。“国标在一些

方面参考了四川试点的经验”， 业内人士

介绍。

工业和信息化部称，其通信发展司组

织编制的《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

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和《住宅区和住

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 两项国家标准已于近日发布，

并定于2013年4月1日起实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第1565号、第1566号公告），标准主

要规定了以下强制性要求：

第一，在公用电信网已实现光纤传输

的县级及以上城区，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

筑的通信设施应采用光纤到户方式建设；

第二，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

设施工程设计必须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

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

经营者的要求；第三，新建住宅区和住宅

建筑内的地下通信管道、配线管网、电信

间、设备间等通信设施必须与住宅区及住

宅建筑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业内普遍认为，上述国家标准首先是

明确了今后新建住宅直接用光纤到户方

式建设，而不再用铜缆；其次规定住宅区

应允许多家运营商平等接入，实际上可让

用户对宽带运营商有选择权。目前，一些

小型宽带商甚至无资质的企业往往依靠

与小区开发商或物业的关系垄断小区宽

带，却提供不了很好的宽带服务，这一国

家标准将有利于破除这种垄断。

此次的国标对四川人来说并不陌生。

2012年4月，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四川省住宅

建筑通信配套光纤入户工程技术规范》已

被批准为四川省工程建设强制性地方标

准， 自2012年6月1日起在四川全省实施。

该规范成为全国首个涉及住宅光纤入户

的强制性标准。

规范要求，四川“新建住宅建筑通信

配套采用光纤入户方式建设时，应纳入建

筑的统一规划中， 并与住宅建筑同步建

设”，同时还要求四川“县级及以上城镇

住宅建筑的通信配套应采用光纤入户

(FT T H )建设方式”。

记者从日前结束的四川宽带普及提速

工程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四川完

成了2012年目标， 即2012年四川省新增光

纤到户（FT T H ）覆盖家庭超过140万户，

新增使用4M 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的用户

超过150万户。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浙商收购俄罗斯森林突遭没收

百亿资产蒸发

浙江民企商人傅建中斥巨资收购了俄

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处林场，经过3年多

开发， 当森林资产估值从当初的70亿元飙

升至150亿元时，林场公司却突然被俄方以

涉嫌违法为由查封，公司资产被强制拍卖，

森林经营权被提前收回。

2.5亿元的投资， 价值上百亿的资产，

短短数月间被席卷一空。 此事发生已5年

多，5年来，傅建中多方奔走求助，中国政府

多次与俄方交涉，至今无果。

2012年12月9日，傅建中的新洲集团和

其黑龙江合作伙伴联名向浙江省商务厅提

交申请报告，要求向商务部提请，根据2009

年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贸部签订的两国

间鼓励和保护相互投资协议， 依法组成国

际仲裁庭，就此案启动调查，作出公正的仲

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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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等6大液晶面板厂商垄断价格

发改委开出“最高罚单”

液晶面板保修期“获延”一倍

退还多付价款 1.72亿元

没收 3675万元

罚款 1.44亿元

经济制裁总额达 3.53亿元

新闻背后

发改委解释

轻罚原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日宣布，韩

国三星、

LG

等

6

家企业因合谋操纵液晶

面板价格，被罚款

1.44

亿元。但一些分析

师和网友认为处罚太轻， 欧美开出的罚

单比发改委高数

10

倍。 为什么对操纵价

格行为的处罚如此中外有别？ 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损害很大

最近，美国对相关

6

家企业合计判处

罚金

12.15

亿美元，还对

3

家企业的

9

名高

管追究了刑责； 欧盟对涉案企业判处的

罚款总额为

6.48

亿欧元； 韩国判处的罚

金总额为

1940

亿韩元。

一些专家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少数

大企业之所以敢于知法犯法， 违法成本

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尽管数千万元是

不小的数字， 但对于那些利润高达数十

亿元的跨国公司而言， 的确可以忽略不

计。 但这些企业的违法行为对电视机生

产企业， 京东方等面板企业和消费者的

利益损害却是不可低估的。

京东方是国产液晶面板龙头企业，

由于境外企业的不法行为等原因， 这家

高科技投入动辄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元的

企业多年来亏损累累。

若依《反垄断法》 罚款金额大得多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6

家涉

案企业针对全球市场共同协商液晶面板

销售价格是典型的价格垄断行为， 多个

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案件进行了严厉处

罚。由于美国、欧盟对本案是依据该国反

垄断法进行的处罚， 罚款基数是涉案企

业销售额，罚款金额比较大。

这位负责人说， 对本案的价格垄断

行为是依据《价格法》进行处罚，罚款基

数是这些企业的违法所得。另外，这些面

板企业都有自首的情节， 因此给予了不

同程度的从轻处罚，罚款数额相对较轻。

“如果根据《反垄断法》处罚，罚款基数也

将是这些企业的销售额， 罚款金额肯定

会大得多。” 新华社

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昨

日发布消息称， 韩国三星、

LG，中国台湾地区的奇美、

友达等6大面板生产商，因

垄断液晶面板价格， 遭到国

家发改委经济制裁3.53亿

元人民币。 这也是迄今为止

发改委开出的、 金额最高的

一张价格违法罚单。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

2006年12月以来， 国家发

改委多次接到举报， 反映从

2001年起，韩国三星、LG，

我国台湾地区的奇美、 友达

等液晶面板企业， 合谋操纵

液晶面板价格， 在中国大陆

实施价格垄断行为。 国家发

改委依照《价格法》对此案

进行了立案调查。

“光纤到户”国标颁布

小区用户可自选宽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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