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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期盼已久的 “慕尼黑啤酒

节———成都之旅”倒计时，终于将在今晚

结束！今天下午5点30分，慕尼黑市长特使

将按照巴伐利亚民族传统， 亲自举槌将第

一桶盛夏啤酒敲破， 宣布今夏成都最大的

民间盛典开幕！

从今天起未来22天， 成都市民和游客

每天都可以在非遗博览园享受原汁原味的

德国啤酒和美食， 感受世界最大的狂欢节

的独特魅力。

为什么德国人喝酒喝成节日？

这是丰收与喜庆之节

啤酒是人类酿造的最古老的酒， 被称

为“液体面包”，富含有机酸，入口有清凉

舒适感，能促进食欲，有益身体健康。全世

界的人都爱喝啤酒， 但只有德国人把它喝

成了节日， 而且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狂欢

节，这又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 慕尼黑啤酒节的诞生是来

自1810年10月12日巴伐利亚王储迎娶外国

公主，皇室为了庆祝这桩“世纪婚礼”，慷

慨解囊在慕尼黑举办庆典， 免费向国民提

供啤酒和美食的流水席， 吃喝狂欢庆祝了

整整两天。到了第二年，意犹未尽的民众强

烈要求再次举办这项盛典， 由此便诞生了

慕尼黑“十月节”庆典，百年流传下来。

为什么这项偶然举办的庆典这么得民

心？这就要从它的名字“十月节”说起了。

慕尼黑市所在的德国巴伐利亚州盛产啤

酒，自中世纪以来，慕尼黑人的生活就不可

一日无啤酒， 而九月底十月初正好是酿造

啤酒的重要原料———小麦和啤酒花丰收的

时节，普通民众正好借这个节日，在团聚狂

欢中宣泄丰收的喜悦。

在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 丰收庆典都

会以一个重要节日的面貌出现， 例如中国

的“双十节”、美国的感恩节，德国就是慕

尼黑啤酒节。这是一个不需要明星的节日，

无论你有多么尊贵的身份， 多么高雅的举

止，只要一走进啤酒节大篷，就会被一种激

动的情绪所感染、所淹没，不知不觉就身心

俱high，尽情释放活力。

啤酒节就是德国“冷啖杯”？

大错特错！

“我知道啤酒节明天就要开幕，已经

和几位哥们儿约好一起去喝个痛快！”昨

天上午，记者在街头随机访问了几位市民，

喜欢喝啤酒的陈先生兴奋地告诉记者，他

对慕尼黑啤酒节向往已久， 今年慕尼黑啤

酒节能落地成都举办让他感到又惊又喜，

早早就订好了票。

不过， 他身边的女朋友刘小姐对男友

的兴奋心情则撇了撇嘴， 感到不以为然：

“啤酒节不就是喝啤酒、吃烤肉嘛，跟咱们

成都的冷淡杯有什么区别？” 面对女朋友

的“泼冷水”，陈先生笑着说：“走一起去

嘛，到时候你就晓得了！”

一样是吃吃喝喝， 到底慕尼黑啤酒节

有什么不同呢？“啤酒节现场那种迷人的气

氛，是无法言说的，不来到现场，你永远不

能感受到那种独一无二的兴奋！”年年都亲

身前往慕尼黑感受啤酒节的组委会工作人

员王梓涵告诉记者， 啤酒节是外国人全方

位体验德国文化的最好机会，在慕尼黑，啤

酒节期间不论男女都会穿上巴伐利亚民族

服装，男性棕色背带短裤、亚麻长袜，女性

碎花连衣裙，大家呼朋唤友前往大篷，经常

能看见有人站在桌子上把一扎啤酒一饮而

尽，周围的人欢呼叫好，或者是两拨陌生人

之间互相唱劝酒歌，气氛非常热烈。

而台上的乐队更是掌握气氛的一把好

手，他们会带动全场齐声合唱大篷之歌，简单

到一句德语都不会的外国人也能很快学会，

然后大家将和着这首大篷之歌全场唱跳，歌

声一直回荡在各个角落，直到深夜曲终人散。

不喝酒如何玩转啤酒节？

美食+音乐也能狂欢

啤酒大篷里的种种乐趣，不爱喝酒的女

士是不是就无缘享受？当然不是，就算不喝

酒，啤酒大篷现场供应的德国美食和冰凉饮

料也能让你度过一个足够欢乐的夜晚，台上

乐团主唱帅大叔的激情劲舞与歌唱，台下还

有性感热情的德国酒娘一口气端起10大杯

啤酒，迈着轻盈的脚步穿梭在你身边，为你

热情地服务，美食美景，美不胜收。

德国美食的烹调风格和咱们中国的鲁

菜风格类似，粗放豪迈：德式烤整鸡、德式

烤猪肘、 慕尼黑白肠、 烤羊排、 盐爆花生

……就着这些美食， 不管是大口喝下清澈

透明、香醇爽口、泡沫细腻的德国HB皇家

啤酒，还是佐伴无酒精的果汁、苏打饮料，

都能让凉爽宜人的成都夏夜更加凉快一

些。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这种鸭蛋味道挺独特，感觉好像能吃出海

鲜的味道”，顾客刘先生向记者分享他的“海鸭

蛋”试吃经验。昨日，“蟹都汇”双楠店搞了一个

“海鸭蛋”试吃活动，吸引了许多来看“稀奇”的

顾客，店内负责人告诉记者，海鸭蛋一经上市，销

售火爆，此次试吃活动是为了让更多成都市民品

味到这种独特的鸭蛋。

“稀奇”鸭蛋吃出“海鲜味”

顾客刘先生最初进店是觉得新奇，想试试海

鸭蛋到底什么味道。店员为刘先生现煮了一个鸭

蛋，“切开后，就看到蛋黄往外直冒油，红红的，一

看就让人很有食欲。蛋白很嫩，口感很爽滑，确实

比普通鸭蛋更香， 好像有大海的味道。” 刘先生

说，他当场让店员煮了六个打包带走，还买了一

盒寄去东北，给家人朋友们尝鲜。

据店员介绍， 许多顾客都是为吃稀奇而来，

最后被海鸭蛋的独特香味吸引， 纷纷排队购买。

店员提醒顾客， 海鸭蛋礼盒装现有158元的20枚

装和228元的30枚装两种规格供选择， 目前备货

中的一半已经销售完，想在端午节吃上嘉兴粽子

与海鸭蛋，消费者可拨打电话或到店预订。

鸭蛋怎么会有“海鲜味”

“蟹都汇”徐总在试吃现场接受了记者的专

访。

记者：

海鸭蛋为什么会有“海鲜味”呢？

徐总：

因为海鸭生长于北海北部湾海边的红

树林，自小就被渔民自由放养。每天落潮后，海鸭

便进入海边红树林内吃落潮后滞留的鱼虾、海

藻， 所以海鸭蛋味美鲜香， 让人感觉有 “海鲜

味”。由海鸭蛋制作的咸蛋口味醇香，营养丰富，

具有鲜、细、嫩、松、沙、油六大特点。

记者：

“蟹都汇”怎么保证海鸭蛋的质量呢？

徐总：

“蟹都汇” 和北海合浦县红树林生态

保护区、当地农业合作社有战略合作，并且将对

所有鸭蛋进行精心挑选，保证让消费者购买到最

新鲜优质的咸海鸭蛋。

记者：

海鸭蛋买回去之后怎么加工?�

� � � �

徐总 ：

海鸭蛋取出来，先冲洗干净，和凉

水一起放进锅里，待水开后6-8分钟熄火,焖三

分钟后取出即可食用。 建议大家现煮现吃更

香。由于蛋壳易碎，千万不要水开后再放蛋，

平时保存要注意常温避光， 也可放在冰箱保

鲜柜保存。

“海鲜味”搭配“老字号”

为了丰富成都市民的端午节餐桌，“蟹都

汇” 还推出了嘉兴昌记粽子和海鸭蛋搭配出售。

嘉兴昌记粽子是中华老字号，以糯而不烂、肥而

不腻、肉嫩味香、咸甜适中而著称。这两样搭配，

既有档次，有民俗文化，符合健康理念，又容纳了

现代礼品时尚内涵。

现在“蟹都汇”还有团购优惠，即海鸭蛋礼

盒装买10送1，买30送4，买50送7，买100送15。此

外，为了方便消费者，“蟹都汇”还推出了全年通

用的380元、600元、1000元不等的 “蟹都汇”礼

券，不仅现在可以领“蟹都汇”海鸭蛋和嘉兴粽

子，到中秋还可以领“蟹都汇”大闸蟹。

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

今天成都开幕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将持续22天，市民可享受原汁原味的德国啤酒和美食

“慕尼黑啤酒节

———成都之旅”

时间：

5

月

22

日至

6

月

7

日

地点：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园世纪舞广场

抢票热线：

400-8779-522

（入

场大门票和篷内消费券分

别销售）

全城征集啤酒节摄影

佳作，现场海选狂欢女神，

价值

10

万元狂欢大奖放

松 ， 登 录 ：

Http://www.

123ganbei.com

了解活动

详情！

有“海鲜味”的鸭蛋

您吃过吗？

核心

提示

在近期政策面偏暖的背景下，21日A股

温和反弹。上证综指盘中再破2000点，尾盘

与深证成指同步出现约0.8%的涨幅。 两市

成交继续地量徘徊， 显示市场观望气氛十

分浓厚。

昨日上证综指以2001.31点小幅低开，

早盘快速回落并探至1991.06点的阶段新

低。 此后沪指稳步回升， 尾盘收报2024.95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16.83点，涨幅为0.84%。

深证成指收报7204.65点， 涨53.47点，

涨幅为0.75%。

受IPO节奏慢于预期鼓舞，创业板指数

走势继续强于两市大盘，收报1257.80点，涨

13.15点，涨幅为1.06%。

伴随股指反弹，沪深两市个股普涨，仅

300余只交易品种告跌。不计算ST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17只个股涨停。

不过，沪深两市成交未能同步放大，反

而分别萎缩至484亿元和650亿元， 显示市

场观望气氛十分浓厚。

昨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出现不同涨幅，

煤炭、石油燃气两大权重板块涨幅超过1%。

传媒教育、化肥农药、旅游餐饮板块涨幅相

对较小。

沪深300指数收报2135.91点， 涨20.13

点， 涨幅为0.95%。10条行业系列指数全线

飘红，300能源、300可选、300消费、300信息

涨幅超过或达到1%。

沪深B指同步反弹。 上证B指收报

225.57点，涨1.42点，涨幅为0.63%；深证B指

涨1.19点至810.37点，涨幅为0.15%。

伴随“新国九条”和证监会11条规划

相继出台，近期A股市场政策面偏暖，带动

A股温和反弹。但在基本面尚未出现明显好

转的背景下， 投资者心态依然十分谨慎。

新华社

24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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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早盘，市场再次出现跳水，沪

指一度大跌近

17

点至

1991.06

点， 创出

本轮调整新低。然而，随后一只无形的

手再次出现，将指数快速撑起，最终，

沪指上涨

16.83

点， 以

2024.95

点报收，

收出一根中阳线 。

2000

点再次失而复

得， 大盘在这一点位附近震荡近一个

月， 是否政策底正在逐渐形成？ 我觉

得，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回顾近一个多月来的市场， 沪指

于

4

月

10

日在

2146

点见顶，然后出现连

续调整。期间，虽然有一些零星利好出

现，同时

A

股市场首份优先股试点方案

出台， 但是， 由于新股预披露密集出

炉， 成为压制市场不断回落的重要因

素。

4

月

28

日，沪指大跌

33

点，最低跌至

2000

点之后 ，终于形成反弹 ，市场也

就此开始了底部震荡。 而

5

月

9

日晚，

“新国九条 ”出台 ，市场反弹再次酝

酿 ，但是仅仅涨了一天 ，反弹了近

42

点 ，便再次陷入低迷 。近一个月 ，沪

指一共

5

次考验

2000

点整数关 ，但只

有

4

月

29

日 、

5

月

19

日和昨日三次盘

中跌破 ， 而且跌破之后很快就又拉

回 。实际上 ，连续三次跌破 ，又连续

三次拉回 。这种无形之手频繁出现 ，

我认为不是偶然现象 。 尽管到现在

我对后市都还是持谨慎态度 ， 但如

果政策底真正形成的话，则后面出现

可观行情的机会也就来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原本认为

5

月

行情是十分悲观的。但现在已经到了

5

月下旬， 空方依然没有占据绝对的优

势，快速破位行情也没有出现。因此，

这种反复折腾的行情， 其实对空方而

言也是十分难受的。就多方来说，现在

可能就是在以时间换空间磨出一个底

部来。如果多方能够撑过这个月，等待

6

月份到来，一旦管理层不断推出稳增

长的政策利好，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反

弹行情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周三两市股指均出现上涨。 沪指盘

中跌破2000点后逐步走高，终盘收复5日

和10日均线。 创业板指涨幅超过1%。权

重股全线企稳，题材股小试牛刀，盘面明

显强势，可惜量能没有同步放大。昨天大

盘先抑后扬，再度上演“过山车”行情，

与期指关系很大。 主力早盘利用期指砸

破2000点，洗盘意图明显。媒体呼吁严惩

恶意做空，对空头形成威慑力，空军开始

减仓净空单，股指在券商、地产带领下顺

势上攻，以最高点位收盘。成交量持续萎

缩，一方面说明当前市场人气极端低迷，

同时，以很小的量能就拉回指数，也说明

主力筹码锁定。昨天大盘午后的表现，也

不排除主力试盘的可能性， 毕竟变盘的

窗口已经打开。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

准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

一至周五每天12：00、17:50~18:10《吕冲

说市》， 两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

透彻解析大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

迷雾重重的行情中为你正本清源。 今晚

的嘉宾是：国金证券武腾龙、宏源证券姜

修斌、汇阳投资陈勇，敬请关注。特别提

醒：周一至周五《吕冲说市》播出时间为

17:50~18:10，欢迎收看。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南纺股份（600250）财务舞弊案曝光后，

市场震惊。21日，上交所已向南纺股份发问询

函， 要求公司核实2006年至2010年间会计差

错追溯调整及信息披露情况， 核实是否存在

股民索赔等诉讼情况， 并对未来可能面对的

诉讼风险进行分析。

此次曝光的财务造假背后涉及的前高

管，之前也有“污点”。

财务造假只是冰山一角

南纺股份财务造假，2006~2010年连续5

年，虚增净利3.44亿元。

除了财务造假，2012年，一份来自南京市

审计局的《2012年第1号：南京纺织品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2001至2010年资产负债损益审

计结果》的报告揭开了公司的重重黑幕，相较

而言，财务造假仅是冰山一角。该报告明确提

及，南纺股份管理层重大经济活动决策失误，

造成国有资产巨大损失和浪费。

报告提及，在股权转让方面，南纺股份通

过2004年、2006年和2009年三次股权转让，将

其2001年发起设立并控股的南京朗诗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诗置业）的股权从

85%降至21%， 按2007~2009年朗诗置业的净

利润5亿元计算，南纺股份应获取的投资收益

2.09亿元流入民企；南纺股份通过将其实质持

有的南京鼎重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50%股

权全部转让给自然人田明的方式， 使国资对

优质资产的国有控股权旁落。

另外，在资产收购方面，南纺股份收购南

泰国展本息投入高达10亿元，至2010年年末，其

仅为上市公司带来827.50万元的投资收益；南

纺股份采用收购部分资产的方式投资新疆南

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南泰)，由于没

有严格控制收购风险，新疆南泰已资不抵债,其

占用南纺股份资金2912.29万元也将形成损失。

除让国有资产旁落他人外， 公司在投资

决策上屡出问题，尤其是海外公司亏损严重。

至2010年年末，新加坡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杨

春生，原南纺股份副总）长期占用南纺股份资

金3959.77万元；澳大利亚分公司（法定代表

人王勇，原南纺股份副总）长期占用南纺股份

资金3522.79万元。

前高管私设“小金库”遭判刑

公司颓势连连，依靠造假度日，公司前董

事长单晓钟不可能脱身事外。

记者注意到， 证监会调查南纺股份始于

2012年，但更早之前，已有部分高管辞职。

2011年1月，南纺股份原董事长单晓钟及

董事赵万龙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单晓钟提

及“由于退休年龄已过”，申请辞去南纺股份

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同年7月8日，前财

务总监丁杰和原副总经理刘盛宁也提交了辞

职报告。辞职4天后，南纺股份公告称，丁杰及

刘盛宁， 就单晓钟的离任审计工作接受了相

关部门的调查。

南纺股份的公告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再

无下文。

2012年，上交所公开谴责南纺股份，上交

所认定，南纺股份前董事长单晓钟、前财务总

监丁杰、前副总经理刘胜宁三人恶意串通、联

手造假， 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进行公开谴责的同时认定三人3年内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职务。

虽然公告没了下文，但记者注意到《南

京日报》一则2013年的新闻内容：审计发现，

南纺股份原董事长单晓钟、 原副总经理刘盛

宁、 原财务总监丁杰等6名高管人员， 私设

“小金库”2亿多元，大部分资金被高管侵吞、

私分。2013年5月，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以

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单晓钟有期徒刑13

年，没收个人财产220万元。其余涉案人员也

被判刑或处理。

南纺股份前责任人已于去年被判刑，公

司连续5年财务造假也被证监会定性， 对此，

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的王智斌律师表示，“财

务造假有刑事认定， 若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

被发现有漏罪， 漏罪就是当时没有查清楚的

犯罪，那么，就漏罪会单独起诉直至判决，执

行方式会与之前的判决结果会合并执行，执

行的时候会考虑到之前判罚的情况， 然后再

考虑合并执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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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案引出重重黑幕

南纺股份前董事长已判刑13年

博瑞传播 游戏多平台上线

博瑞传播（600880）今日公告称，公

司旗下成都博瑞梦工厂自主研发的手机

游戏《龙之守护》已授权由百度旗下北

京百度多酷科技有限公司独家代理运营

（以下简称百度多酷）。2014年5月23日

《龙之守护》国内安卓版将正式上线，本

次首发联合了包括、腾讯应用宝、91助手

等在内的十家移动游戏平台。《龙之守

护》 国内IOS版本同日也将进行版本更

新。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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