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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库一场火 600吨花椒变“糊椒”

昨晨郫县一冷冻库起火，可能会影响成都花椒价格，但不会有大面积波动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熊玥伽

实习生 王懿娜

一整天， 郫县团结镇石桥村1组的街

道上，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花椒味。昨日凌

晨1时许， 郫县团结镇晨丰冷冻库发生火

灾，起火的三个仓库中，除了3号仓库存放

部分人参、 贝母等中药材， 其余全部为花

椒。据透露，损失花椒或达到600吨，总损失

物品市值或达到1亿。而市场门前头一天刚

刚挖开的小沟， 阻碍消防车整整3个小时，

消防战士只得向附近一条小河沟借水灭

火。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凌晨大火

四周弥漫着花椒味

市民胡大姐说， 是她首先发现了火

情。她租住在四楼，紧邻着晨丰冷冻库的

仓库，夜里，她闻到一股焦糊的臭味，慢

慢又觉得呛，睁眼发现有烟蹿进房间。胡

大姐赶紧喊醒丈夫，抱着儿子跑出房间，

并拨打了119。

据悉， 起火后冷冻库工作人员开始灭

火。消防队员随即赶到，火势在凌晨5时许

得到控制。不过直到昨日下午5时许，仓库

时不时还冒出浓烟、重燃明火，四周弥漫着

花椒味。

冷冻库共有10个大小不等的仓库，着

火的是并排的1、2、3号仓库， 除了3号仓库

中存放了川贝、人参等中药，其余多数都是

花椒。连老板李先生都称，最值钱的东西都

在这三个仓库里，花椒、魔芋粉今年都涨了

价。仓库共有两层，顶棚是泡沫夹心板，四

周是砖墙。

据几名员工、货主介绍，这三个仓库大

约存放了600吨花椒。“市价最低40多元一

斤，精品可以卖到90元以上”，一位从邛崃

赶到现场的货主称，他有200多万的货都在

仓库里。记者在现场采访多名货主，不少人

的出货量都超过了百万。

凿壁灭火

40多名消防队员灭火

昨晨1时许，接到警情后，消防队立即

出发救援，当时，1号仓库有明火，浓烟很大。

昨日中午12时许， 成都商报记者在晨

丰冷冻库看到，约10辆消防车停在路边，多

名消防队员仍旧在紧张灭火。 由于冷冻库

空间封闭，库内堆放了大量货物，消防灭火

面临着救援作业面狭小等困难。 一旦打开

门，密闭的冷冻库接触到流动空气，可能会

导致火势增大。根据现场情况，消防队员决

定了灭火策略，在高达8米左右的墙壁上凿

出一个缺口。消防队员架起梯子，攀上仓库

顶棚铺设水枪， 同时使用工具一块块凿开

顶棚的铁板，将其卸下转移再进行灭火。地

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青花椒，墙角则漏出

快一米高的红花椒。

据悉， 三个消防中队首批共出动11辆

消防车、40多名消防队员。昨日下午2时许，

新的消防队员进行了交班。 着火仓库共有

两层，据统计，过火面积1500多平方米。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昨晨1时许起火后，消

防车赶到现场后， 冷冻库门外却横着一条宽约1

米的沟渠，上面搭着一层薄薄的木板，人可以通

过，但消防车无法进入。这种情况下，消防队员采

用300米外的河水作为供水， 铺设了两条水带直

达起火现场，绕到仓库后方攀上高处进行灭火。

“水压不够，我们找来挖掘机，把沟填平”，

冻库一名工作人员称， 这条沟渠是村里的施工

项目。经过一番协调后，昨晨4时许，他们联系了

一台挖掘机将这条沟渠填平，铺上木板，一辆云

梯车终于得以进入，从高处用水枪灭火，这离起

火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不过，由于冷冻库是密

闭的，水源很难接触到火点。

“门口的沟是头一天才挖的，谁想到夜里就

起火了”，老板娘穿着睡衣，欲哭无泪。她说，这

条沟是村里的施工项目， 可是没给消防留下足

够的消防通道，延误了救火，不然也许火不会蔓

延到三个仓库。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石桥村村委会了解到，是

村里在铺设排污管道，施工路段接近1公里，从半

个月前开始的。 村委会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介

绍，该项目是跟商家开会讨论过的，大家也都同

意，采用的是修一段、挖一段的方式。冷冻库门前

路段的沟渠，是前日（15日）才动工的，大约需要

3天左右施工期，也对冷冻库下过口头通知。

他介绍，这条沟并没有影响救援，得知火情

后村委会人员立即赶到现场， 之所以没有立即

填沟而是先牵水管灭火，是协调后的结果。后来

发现需要填埋， 他们也积极进行配合，“一开始

觉得问题没那么严重。”

截至昨晚9时许，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消防、

村委会、派出所仍在火灾现场。

成都花椒协会的副会长丁真祥说，今

年花椒产量低于去年， 人工费上涨导致花

椒涨价。这次损失，可能会在全国产生一定

的影响。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成都天涯

安居菜市场，询问多个花椒零售商获悉，目前

青花椒价格为6元-6.5元/两，大红袍花椒7元/

两。花椒商们表示，暂时没有听说仓库着火的

事情。如果花椒批发价受此影响上涨，预计零

售价也会相应增加。

“成都是全国重要的花椒集散地，仓库遭

破坏，对成都、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对价格也会有

所波及。”黄兴太提到，但总的来说，不会造成大

的价格上涨。全国花椒产量达10万吨，就算损失1

千吨，占比仅1%。“冲击是有的，但通过外地补充

等办法，价格不会有大面积波动。”

昨日一天， 晨丰冷冻库四周弥漫着一股浓浓

的花椒味，花椒味太浓是否对人的健康有影响？对

此，市三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曾雪峰称，肯定会

有影响。不过，影响主要来自烟雾。他建议，有呼吸

系统疾病的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远离火场，不

要长时间逗留在此。

头一天挖的小沟

阻挡消防车3个小时

受损情况

据石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称， 起火或许跟

线路超负荷有关。去年，冷冻库也发生过一起较

小的火情。

冷冻库老板李先生透露， 火情可能是跟顶

棚的风机线路出问题有关。他称，线路每年都要

换，“主要是风机遭了，风机那条线不晓得是短

路了还是怎么了，都烧得翻起了。”李先生称，去

年那场火灾是发生在仓库里面， 发现后很快就

得到了控制。至于如何处理货主的损失、是否会

向门前沟渠的施工单位追责， 他表示一切都等

火情现场处理完毕之后再说。

昨日一早， 陆续有货主赶到晨丰冷冻库现

场，但也只能眼巴巴望着还在冒烟的仓库，束手

无策。“怎么办，我里头有几百万元的货”，一名

女士靠着墙，开始抹眼泪。

昨日下午5时许，在起火现场，成都花椒协

会副会长丁真祥拿着一份名单， 上面有70个商

家都在这里存货。丁真祥透露，好在冻库买了保

险，额度大概是三千多万。

据成都花椒协会会长黄兴太透露， 遭受火灾

的是成都最大的一家花椒冷藏库，货物涉及到成都

地区60%-70%的花椒批发销售。截至昨日下午3点，

成都花椒协会统计的受损商户已有70家。 他表示，

具体损失尚不清楚，总价值或达1亿元。“批发商都

很着急，小商家损失几十万，大商家损失几百万。”

昨晚，货主们决定轮流在现场熬夜守候，希

望在第一时间得知具体损失情况。 冻库的员工

透露，老板为整个冷冻库买了保险，额度是三四

千万。冻库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损失货物市值或

达到1亿元，具体多少目前仍无法估计。

有何影响

火有好大？

损失有好大？

影响有好大？

或达上亿元，好在买了保险

爱吃麻辣的四川人 花椒可能要涨价哦

消防员正在现场灭火 摄影记者 王勤

火灾现场散落的花椒粒

张漫 摄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对奇虎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纠纷上诉案进行

宣判， 宣布驳回奇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

持一审法院判决。

宣判后， 该案长达7.4万字的判决书全文

在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上刊出。 业内人士表

示，本案的审理和判决有望为我国互联网竞争

司法树立典范，也为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规则及

反垄断标准确立标杆。

焦点一：腾讯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此案原由奇虎公司2011年诉至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指控腾讯公司滥用其在即时通信

软件及服务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奇虎公

司诉称，2010年11月3日，腾讯公司宣布拒绝向

安装有360软件的用户提供相关的软件服务，

强制用户在腾讯QQ和奇虎360之间 “二选

一”， 导致大量用户删除了奇虎公司相关软

件。此外，腾讯公司还将QQ软件管家与即时通

信软件相捆绑， 以升级QQ软件管家的名义安

装QQ医生。奇虎公司主张，腾讯公司的上述行

为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限制交易和捆绑销

售。广东高院判决驳回奇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奇虎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判决书显示，最高法院将本案相关市场界

定为中国大陆地区即时通信服务市场，而关于

腾讯公司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问题，最高法

院认为，尽管腾讯公司在本案相关市场的市场

份额较高，但是市场份额只是判断市场支配地

位的一项比较粗糙的指标。

基于中国大陆即时通讯服务市场竞争比

较充分、市场进入较为容易、大量新兴即时通

讯服务提供商成功进入市场等因素，最高法院

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支持被上诉人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

焦点二：腾讯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关于腾讯公司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

题，最高法院指出，在相关市场边界较为模糊、

被诉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甚明确

时，应该进一步分析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

响效果。

“互联网经济是平台经济，是平台之间的

竞争，创新快，影响大。”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

研究所主任徐士英说，“在创新层出不穷的情

况下，一个企业很难长时间占据垄断地位。”

最高法判决认为，腾讯公司实施的“产品

不兼容”仅持续一天。在此期间其主要竞争对

手MSN、 飞信和阿里巴巴等的用户数量均有

较高增幅。新的竞争者移动飞信、新浪UC等乘

机进入市场，给该市场带来了更活跃的竞争。

最高法同时认定，腾讯公司的行为对安全

软件市场的影响极其微弱，而奇虎公司的市场

份额未有较大变化。尽管上述行为对用户造成

了不便，但是并未导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明

显效果。腾讯公司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一些业界人士指出，“3Q大战”前后历经

四年，这四年恰逢3G技术、智能手机、云计算、

大数据的普及。针对腾讯的反垄断调查，客观

上迫使巨头放弃“模仿＋捆绑”的模式，为中

国互联网创业、 创新营造了更为良好的环境，

一时间也让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勃

勃生机。反垄断带来公平竞争、促进互联网回

归创新本质正是本案的积极意义。

新华社

本周，由《成都商报》

《每日经济新闻》 联合举

办的 “第十届中国 （成

都）金融理财节”将继续

在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据

举办讲座。 来自成都农商

银行的两位资深贷款专家

将以“融资贷款你不知道

的那些事”为主题，传授

“贷款秘籍”给投资者。

同时， 结合八益国际

家居博览城的商铺投资，

现场的实战演练， 或许还

能让你发现绝佳的投资机

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讲座时间：

10月18日（明日）14∶30

主讲嘉宾：

成都农商银行小微事业部

产品总监李海应、 小微事

业部金牌团队主管罗毅

讲座地点：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成

都温江海峡科技园科兴路

西段199号）

免费报名热线：

028-86532981

市内免费乘车方式：

从八益广场 （成双大道

北段49号）滚动发班前往

活动现场

融资贷款的秘密

明天专家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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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轻

松呢？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

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

示，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

解，也可以拨打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

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探

讨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

都市利息低， 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

台。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客户凭全

款房当天就能拿到钱。针对银行的要求各

不相同，品信金融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

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 银行贷款利

率低至5厘。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

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限高达

30年，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150%。而且一

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快。距成功贷款

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办理、成功

放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当天拿钱，按揭房、车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贷款就这

么简单，免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

受超低银行利息，最高可贷200万。”业务

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因

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行

不能正常贷款。品信金融会根据客户的实

际情况，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

贷款方案。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

合同房也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而且抵

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最快当天到账。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个人

贷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

在品信金融大厅，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

李女士，她面临300万元的资金缺口。通过

朋友介绍，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

线：86203336，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

通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品信金

融又追加了100万元贷款。

（文

/

张蒙）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成都农商银行

倾注大量精力推进微贷业务，将微贷业务

规模化发展列为全行工作的重中之重。近

期，该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准入标准进行了

优化， 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和自然人，担保方式灵活

多样，即使无抵押也可贷款。对符合条件

的客户，一天内就可拿到贷款。

农商行助力 缓解资金困境

杨先生2001年成立了一个纺纱厂，从

新疆收购棉花进行生产，但不断上涨的人

工成本，使纺纱厂利润越来越少。从2008

年开始，杨先生成立纺织贸易公司，从新

疆收购棉花，再卖到其他纺纱厂，自己不

再直接从事生产。生意是做大了，但这种

模式对流动资金需求比较大。

今年，当杨先生听说成都农商银行的

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之后，尝试申请了“合

力速捷贷”， 仅靠自然人担保就获得了贷

款，而且没有缴纳任何手续费，让他对银

行融资的模式和渠道刮目相看。 现在，杨

先生的目标是依靠成都农商银行的支持

把生意再做大些，还想在新疆开设一家棉

花粗加工厂。

最快一个工作日可放款

成都农商银行“速捷贷”系列产品有

多种融资方式， 有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也

有动产抵押方式，总之无论借款人的情况

如何， 都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融资方

式。只要您提出贷款申请，如实告知本人

生意状况并填写相关申请表，客户经理在

经过实地调查分析后，经信审会作出决定

后，及时通知客户贷款情况。贷款额度5000

元~100万元， 额度根据客户生产经营情

况、资产情况、年收入、资信情况等内容确

定，贷款期限从1个月到3年。无需任何手续

费， 条件具备最快一个工作日可放款，还

款时可在成都全域631个网点进行办理。

有融资需要的小微经营者可通过成

都农商银行网点、客服电话（962711）、在

线金融平台（http://zx.cdrcb.com）咨询及

办理业务。

（文

/

吴宇宸）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8折 当天也能放款

品信金融专栏

合力速捷贷 解决生意后顾之忧

成都农商银行小微融资专栏

独家品种出厂价提高两成

10月15日，太极集团公告称，根据《国家发改

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其生产的藿香正

气口服液属于低价药品。 鉴于近年藿香正气口服

液原、辅及包装材料、人力等成本大幅上涨，为缓

解公司成本、费用持续上升趋势，从2014年10月10

日起，将藿香正气口服液的出厂价上调20%，零售

价作相应调整，零售价以各省市备案价格为准。

记者了解到， 藿香正气口服液为太极集团的

主打品种，截至2014年9月30日已累计销售近1.2亿

盒，实现销售收入5.6亿元（不含税）。

“目前市场上的藿香正气水批件在100个以

上，竞争比较惨烈，而藿香正气口服液则为太极集

团的独家品种， 在零售及医院终端都具有极强的

竞争优势。”医药行业分析师甘翔表示。

西南证券10月15日也发布研报认为， 提价前

藿香正气口服液治疗费用约2.6元/天 (10ml×10/

盒装，10支装终端售价约13元)，属于国家低价药目

录品种，理论上具有100%的提价空间，此次加价两

成，对市场购买积极性的影响并不大，有利于公司

增厚利润。

零售价面临“零利润”压力

今年5月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国家发改

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清单》，保障常用低价药生

产供应， 允许药企自主制定或调整零售价格。不

过， 公开资料显示， 入围名单的药企却鲜有提价

者。西南证券研报则称，太极集团打响了低价药提

价“第一枪”。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市内多家连锁药店

了解到，截至目前包括德仁堂、杏林大药房在售的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零售价均未上调，多家药店5

只装售6.5元，10只装售13元。

记者从德仁堂相关负责人处获悉，早在今年8

月就已收到太极厂家方面的调价通知， 目前各门

店零售价暂不会调整。据该负责人介绍，太极藿香

正气口服液出厂供货价确已上调， 两种规格分别

上调1元，5只装由5.5元上调至6.5元，10只装由9.8

元上调至10.8元。 杏林大药房副总刘海则表示，暂

时没有收到上调零售价的相关文件。

但5只装的出厂价和零售价均为6.5元，药店无

疑需要承受较大的涨价压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鄢银婵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低价药提价“第一枪”藿香正气液出厂价上调两成

目前成都部分药店暂未调价，但5支装的进货价和零售价均为6.5元，调价压力较大

“3Q大战”历时四年终落幕

最高法驳回奇虎上诉维持原判

10月15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

从10月10日起， 将藿香正气口服液的

出厂价上调20%，引起较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