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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酒换个瓶

夫妻灌出假茅台

新都一涉案150余万元造假酒窝点被捣毁，嫌疑人翻窗而逃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菲表示，

2014成都金沙太阳节引进了韩国首尔风

情园，围绕韩国传统灯组展示展开文化交

流，为成都市民打开了一扇迎面感受韩风

潮流的窗户。“今后我们会继续引进世界

各国的特色风情园，作为金沙太阳节介绍

特色地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也希望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主题

灯组，能够更好地宣传古蜀文化、成都文

化。而首尔灯节开节之后，韩国及其他国

家的观众对金沙主题灯组的喜爱，也正说

明了成都文化、古蜀文化的魅力是不受国

界所限的。”

最成都的方式呈现古蜀文明

本届首尔清溪川灯节自11月7日至23

日在首尔市中心清溪川举办。 作为市中心

一条浅缓狭窄的水道， 非常适合举办列行

型灯节，上届灯节就吸引了国内外近300万

人次的观光， 本届灯节总导演朴在镐预计

观光客流会突破320万。首尔方面此次为成

都金沙创意灯组提供的河段宽度7米、长度

70米，处在正中间的优势位置。本届灯节的

主题是“世界文化遗产”。金沙遗址和三星

堆遗址作为古蜀文明遗址被列入了中国

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为

了在首尔灯节这一国际平台上更好地展示

古蜀文化， 金沙遗址博物馆采用了中国传

统彩灯扎制技术，制作以古蜀文化、成都文

化为主题的包括太阳神鸟、 金沙面具等创

意灯组赴展。 参展灯组从内容主题以及制

作工艺上，都具有鲜明的成都特色，首尔市

政府还提供了成都形象展示区， 为展示成

都文化、古蜀文化提供了宣传平台。

笔者在灯节现场采访了灯组制作技

师刘峥， 他介绍说，12个技师在首尔工作

了25天， 所有工料都从国内空运至韩国，

然后以传统技法现场制作，就是为了保证

这些灯组以最成都的方式呈现， 要知道，

每年的首尔灯节，超过40%的观光客都来

自欧美和南亚地区，是一次绝好的宣传成

都的机会。“成都灯组色彩华丽， 气氛神

秘，采用布面作为灯皮，制作精良，一看就

来自中国。”首尔观光公社社长李丞烈这

样评价。而总导演朴在镐则认为，成都灯

组与其他灯组最大不同就在于色彩的变

化和动感控制得很好， 加上灯组颇有故

事， 与清溪川周围的摩天大楼相映成趣，

有一种“穿越”之感。

笔者在现场采访了数位观众，“很神

秘”、“华丽多彩”、“来自中国”、“快看

熊猫”是提及率最高的几个点，在他们看

来，制作精良、色彩华丽的成都灯组最吸

引他们。

首尔期待成都来年更精彩

笔者在首尔期间走访了多位首尔文化

与艺术科、首尔旅游观光科的官员，首尔文

化与艺术科科长李项国是个白酒迷， 尤其

喜欢中国白酒，但他不知道四川出名酒，他

知道三国，知道熊猫，可难以把他们和成都

联系起来，交流之后，他感慨“成都在韩

国、 在首尔的知名度、 影响力提升空间很

大，成都风味在首尔一定能掀起热潮。”首

尔旅游观光科科长裴阳熙则非常期待能到

成都看看，“首尔每年有大量的主题活动

都是关于中国， 但目前专门针对成都开设

的主题活动还是空白， 希望金沙博物馆能

填补。” 负责整体打造灯节项目的首尔观

光公社社长李丞烈在开幕式当天表示，希

望来年给成都灯组更大的展示空间和宣传

展位，“期待来年你们更精彩的表现！”

谢礼恒 发自首尔

成都金沙创意灯组韩国首尔引热潮

古蜀文化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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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深秋，面若桃花。11月7日晚，太阳神鸟、黄金面具、青铜立人、三星堆

神韵、成都熊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点亮”韩国首尔清溪川的夜空：数组以成

都特色元素创作的创意灯组亮相第六届韩国首尔清溪川灯节。作为与首尔市

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同时也是首尔方面参与年初金沙太阳节活动的友

情回访，此次金沙创意灯组在韩国的首次登场意义非凡。除了大名鼎鼎的熊

猫，太阳神鸟、青铜立人等本次也在首尔大出风头，引发观灯热潮。

昨日上午，何燕（化名）坐在板凳上，这间位

于新都龙桥镇渭水社区内约100平方米的出租屋，

就是她平时上班的“车间”。由于涉嫌造假酒，这

个窝点被四川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与成都市

新都区警方联合捣毁， 涉案金额达150余万元，嫌

疑人文某昨日翻窗而逃，其两位亲属被依法刑拘。

造假 把低端酒倒进名酒瓶

在平房一楼的大房间内， 何燕指了一下地

上的一堆空酒瓶，说：“我就在这里负责装酒，五

粮春，其他酒不是我负责。”

她拿来了一瓶“五粮春”空酒瓶，用手工刀

将瓶嘴的塑料盖和封口环割破、取下，在瓶嘴处

架上宽口细径的漏斗，倒了半瓶高粱散酒进去，

她说，“先要用散酒把瓶子洗一遍， 然后再把要

卖的酒倒进去。”而所谓的“要卖的酒”，是价格

低一些的一款五粮醇。何燕把印有“五粮春”字

样的酒瓶清洗完之后，把五粮醇倒了进去，再扣

上瓶盖，一瓶假五粮春酒由此诞生。

在房间内，除了印有“茅台”“五粮液”“国

窖” 等字样的酒瓶外， 还有印有“泸州二曲”

“绵竹大曲”字样的酒瓶，以及一些桶装的没有

标明牌子的高粱酒。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网

络作战支队副支队长刘海军说，这些酒，是以层

层梯队式地装瓶， 把最廉价的高粱酒装进裸装

的泸州二曲等瓶子， 再把原本的泸州二曲酒装

进水井坊等瓶子， 而水井坊酒则装进更高端的

同种香型的酒瓶中。从这种造假方式来看，越高

端的酒，其中的差价越高，消费者损失也越大。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在平房二楼有七间房

间，两间用作卧室，另外五间全部用于堆放假酒

成品和用来制假的包装材料，大到成件的纸箱，

小到一枚枚防伪标识，为了使外包装更真实，嫌

疑人还拥有一套印制纸箱表面标识的工具。

捣毁 警察破门嫌疑人翻窗窜逃

今年3月份， 四川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接

到群众举报，在新都区龙桥镇渭水社区的一栋二

层平房内，有人在制造假酒。昨日上午9点半，经

省公安厅的指派，成都新都区龙桥派出所4位民

警，率先达到渭水社区56号的一个住宅大院，警

察破门而入， 径直走进其中一栋二层平房内。

“进了一楼，没有人，到处都是酒瓶、纸箱。”

这时，民警听到里屋和楼上有响动，四位民

警分开寻找，二楼的两间卧室已不见人影，根据

平房后院的几个脚印， 民警在一处鸡圈的角落

里，发现了躲藏在此的何燕和王芳（化名），而1

名男子则从楼上窗户跳下逃跑，据一位民警说：

“这人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 逃跑的男子，经

民警确认就是该造假窝点的头目文某。

立案 房租一年一万 每天灌装30瓶

文某房东的家就与平房相邻，“去年春节前

租给他的，房租按年缴，一年一万。”据该房东

说，他每天早出晚归，很少碰到文某，也不清楚

他平时在做啥子， 二层平房的三层卷帘门长期

处于关闭状态。 何燕和王芳平时均住在平房二

楼，昨日在民警破门而入时，三人均在平房内。

经过警方的调查，王芳为文某的妻子，何燕则是

其侄女。

昨日，经过民警现场排查，初步确认该窝点

目前制作出的假酒成品共计300余件， 其中包括

“茅台”“国窖1573”“五粮液”“红花郎”“水井

坊”等假白酒，以及“芝华士”“伏特加”等假洋

酒。经过鉴定估算，该批以次充好的假酒涉案金

额达150余万元，目前，警方已对文某涉嫌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进行立案，何燕和王芳被依法刑事

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鲍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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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端的酒瓶中

灌装假酒：用散酒把瓶子洗一遍，再把要卖的酒倒进去

房间堆着用来制假的材料，大到纸箱，小到瓶盖

标着“茅台”“五粮液”“国窖”等字样的酒瓶

603077 和邦股份 卖出 55200 12.13

600221 海南航空 买入 253300 2.63

601618 中国中冶 买入 600 2.95

300402 宝色股份 卖出 22800 24.78

300398 飞凯材料 买入 7800 71.21

3 三胖 002723 金莱特 持股未动

4 福兄 002109 兴化股份 买入 80000 6.22

5 股海知己

150172 证券B 卖出 30000 1.858

150182 军工B 卖出 30000 1.05

150029 信诚500B 买入 60000 0.903

6 平文

000996 中国中期 持股未动

000877 天山股份 持股未动

7 自然 空仓

8 多空

601313 江南嘉捷 卖出 20000 10.9

002042 华孚色纺 买入 50000 5.21

9 风林火山

000850 华茂股份 卖出 43700 5.67

000850 华茂股份 买入 44000 5.54

1 小馨悦

2 一帆风顺

641688.23 28.34%

592308.62 18.46%

535661.60 7.13%

508422.88 1.68%

501855.36 0.37%

500357.48 0.07%

500000.00 0

498893.92 -0.22%

495876.39 -0.82%

排名 参赛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总资产

（元）

盈亏比

10 李建平

所持华联股份、中鼎股份、新大陆、新野纺织、汉缆股份、东方

日升昨日未操作

494258.78 -1.15%

注：所有选手起步资金均为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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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港通利好效应被迅速消化的背景

下，11日A股未能延续升势。 上证综指盘中

2500点得而复失， 深证成指录得1%以上的跌

幅，创业板指数则暴跌逾3.5%。两市成交大幅

放大至逾5800亿元， 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成交

纪录。

昨日上证综指以2483.65点小幅高开，早

盘震荡走高并上摸2508.62点的本轮反弹新

高。但此后沪指开始震荡下行，尾盘未能保持

红盘，报2469.67点，较前一交易日跌4点，跌幅

为0.16%。

深证成指走势明显较弱，报8312.89点，跌

97.33点，跌幅为1.16%。

创业板指数出现3.52%的巨大跌幅，收盘

报1461.51点。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 仅200余只交易品种

上涨。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26只个股

涨停。沪市迎来新股N精达，首日涨幅接近44%。

在短期获利盘大量涌出的背景下， 沪深

两市大幅放量， 分别达到3313亿元和2497亿

元，以超过5800亿元的总量创下A股有史以来

最大单日成交纪录。

大多数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传媒教育、

综合类、日用品、化肥农药、建筑工程等10多

个行业板块出现3%以上的整体跌幅。 银行板

块逆势大幅走强， 整体涨幅高达5%以上。煤

炭、石油燃气、券商保险、旅游餐饮板块小幅

收升。

沪深300指数收报2558.61点， 跌7.12点，

跌幅为0.28%。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仅有300

金融和300电信逆势上涨。300工业、300信息

跌幅都在2%以上。

沪深B指双双收跌。 上证B指跌0.88%至

259.50点，深证B指跌1.15%至962.54点。

在沪港通试点正式获批利好效应被迅速

消化的背景下， 短期获利盘回吐对股指形成

打压，并推动两市创出历史“天量”。市场风

格转换对估值偏高的创业板形成重创， 从而

导致创业板指数暴跌。

新华社

雪迪龙

锅炉监测订单较去年增长明显

近日，雪迪龙（002658）通过投资者

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前订单较为充裕，

工厂一直在满负荷生产，一般第三、四季

度是公司的销售旺季。

雪迪龙主要产品和服务分为三大

类：分析仪器及配套产品、环境监测系统

和工业过程分析系统、 环保运营维护服

务。今年前三季度，雪迪龙实现营业收入

4.97亿元，同比增长46.08%；净利润1.22

亿元，同比增长74.27%。

目前，《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已明确规定了要对燃煤、燃油、燃气的锅

炉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汞及其化合物进行监测， 规定了更为严

格的锅炉污染物排放限值， 并明确要求

20t/h及以上的蒸汽锅炉和14MW及以上

的热水锅炉应安装污染物排放监测自动

监控设备，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联网，

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雪迪龙进一步透露， 公司今年在锅

炉监测方面的订单较去年有明显增长。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锅炉几

十万台， 如果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在

线监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公司也

将从中受益。目前，公司一直有计划地进

行资产收购， 其研发投向主要是仪器仪

表，在投资并购时，也会考虑上游仪器仪

表供应商，只是目前尚无合适的标的。

成都商报记者 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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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互动易

很明显，昨天“光棍节”抢走了沪港

通的风头。据说，淘宝只用了半天，成交

额就超过了去年 “双十一” 全天的成交

额，相信阿里巴巴的股价又要大涨了。相

比之下，

A

股的表现有些让人失望。昨天

上午，沪指还一度轻松越过

2500

点大关，

最高涨至

2508.62

点 ，但下午出现了 “跳

水”，最终沪指以小跌报收。更重要的是，

昨天沪深两市和网购一样， 也放出历史

天量，仅沪市就成交了

3313

亿元，对沪指

放巨量收阴必须高度警惕。

实际上，昨天我曾经提到，此时如果

大盘运行出逼空的走势的话， 那么就给

了多方极佳的机会以彻底击溃空方。昨

天上午，当我们看到中国银行涨停，沪指

大幅飙升的时候，似乎逼空就要出现了。

然而，赚钱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淘宝一天

成交几百亿，但别以为这钱来得轻松，想

想那些快递员小哥吧， 接下来的几天他

们会累得“死去活来”。所以，多头要想逼

死空头，也绝不是容易的事。上周期指总

持仓保持在

20

万手的天量水平， 也意味

着空头对昨日的巨量震荡早有准备。现

在看来，似乎空头暂时又胜利了。

从个股表现看，昨日“绿肥红瘦”。于

是，就有人调侃了，光棍节优惠力度最大

的， 其实是股票市场， 不少个股打了九

折，而创业板更是重挫，创业板指数一天

跌了

3.52%

。股市上的钱，真的不好赚，都

以为牛市来了吧，股指又冲高回落了。

天量收阴，真的很可怕吗？历史上出

现过类似的情况：

2010

年

10

月

18

日，沪指

向上突破

3000

点关口后回落， 当日放出

天量

3012

亿元。不过，两天之后沪指就创

出阶段新高，此后，沪指最高涨到

3186.72

点才见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天量收阴

与当时也有不同之处———

2010

年

10

月

18

日，沪指虽然天量收阴，但股指期货却依

旧上涨； 而昨日期货、 现货同时天量收

阴，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另外，期指总

持仓量依然达到

19.9

万手， 总持仓量下

降不明显，说明空方并没有收兵。综合以

上因素，我认为昨日沪指高点

2508

点，可

能成为一个较为明显的压力位， 后市短

期或有一个探底过程， 短线调整之后将

逐渐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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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证券 股东减持可转债

国金证券（600109）今日公告称，公

司于今年5月14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国金转债）250万手（25

亿元），其中，公司股东长沙九芝堂集团

共计配售国金转债52.82万手，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21.13%。今年10月13日~15日，九

芝堂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累计出售

其所持有的国金转债 25万手 （占比

10%）。10月22日~11月10日， 九芝堂集团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累计出售其所持有

的国金转债25万手（占比10%）。九芝堂

集团现仍持有国金转债2.81万手，占发行

总量的1.13%。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根据第三届股王争霸赛组委会的安排，

决定从下周开始每周一晚上举行周冠军交

流会，协办方国都证券也将派一名分析师前

来对选手一周的操作得失进行点评。

欲获取选手及时交易信息或参加周冠

军 交 流 会 的 朋 友 ， 请 拨 打 电 话

400-077-8659。

成都商报记者 何建川

每经投资宝

您理想权威的投资顾问

扫一扫

轻松可获股市期货前沿信息

咨询电话：

028-86660288

沪港通开通在即， 海外机构到底会买

什么？不妨从三季报QFII（合格的境外机

构投资者）的持股中寻找答案。

长城证券发表研报指出， 综合QFII重

仓持股的行业分布、 市值分布和个股情况

发现， 海外机构在行业上倾心于大消费领

域和分红收益稳定的交运电力板块， 重仓

个股首推以银行为代表的低价蓝筹。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末，

QFII持股数量为263只，而一季度末的持股

数量为221只。

从行业方面看，2014年三季度末，QFII

持股数量最多的五个行业是医药、 机械、食

品饮料、 电力及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而

2014年二季度末，持股数量最多的五个行业

为食品饮料、医药、机械、汽车和基础化工。

医药是QFII持股数量最多的行业。2014

年三季度末，QFII持有23只医药股，较二季度

末增加了4只， 持仓金额最大的为云南白药、

华润三九、益佰制药、新和成和爱尔眼科。

三季度末， 在持股市值选择方面，QFII

所持股票中流通市值小于50亿元的为102

家，占比38.8%；流通市值在500亿以上的为37

家，占比14.1%。投资风格方面偏向主板，三季

度末，QFII持有182只主板股票，占比69.6%。

重仓股方面， 三季度末，QFII十大重

仓股为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格力电器、北

京银行、贵州茅台、华夏银行、海螺水泥、

上汽集团、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其中6只

为银行股。增持股票中，持仓金额变动最

大的是北京银行、上汽集团、格力电器、万

科A和贵州茅台。

成都商报记者 朱秀伟

5800亿 A股新日成交纪录诞生

赚钱不容易

QFII重仓五大行业曝光

机构情报站

每周一晚将举行周冠军交流会

上证指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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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泵业实控人大宗交易低卖机构高买

神秘资金“二传手”闪电盈利1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