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激的过山车

2014年，秦松70多万买来
几根金丝楠乌木，8月，有人出
价130万，9月有人出价150多
万，秦松的心理期望是180万，
但价格迅速下降，还没到年底，
这几根乌木仅有人开价80万

悲剧的最后一棒

今年6月14日，楠木促进会
发布公告称，楠木行业曾经历
恶性炒作，存在部分产品价格
虚高脱离实际的现象，导致市
场对楠木的价值和价格认知模
糊。秦松不幸成为最后一棒，没
熬到2015年春节就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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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肇婷）
昨日凌晨，一环路北四段（前锋
路口至消防四中队路口）外侧道
路，因地下污水管爆裂造成路面
局部塌陷，市水务局正在组织抢
修，预计工期14天，占用外侧2条
机动车道，仅剩6m车行道供机
动车、非机动车混行。

为保证抢修工程的顺利
实施及安全，市交管局已协调
公交集团调整外侧公交线路
走向，在一环路府青立交进行

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驶入一
环路北四段。
绕行线路：

机动车可通过一环府青
立交转换，经府青路一段，在
星辉东路路口右转，经星辉东
路与马鞍南路路口右转，经马
鞍南路、马鞍北路，在一环路
马鞍北路路口左转驶回一环
路外侧。整个抢修期间，外侧
公交线路已按上述道路绕行，
一环内侧车辆通行不受影响。

今天周一，又一个晴热
天，成都最高气温将直接飙
到35℃，后面两天云系增
加，夜间可能有局地性阵
雨，气温32℃左右。晴热天
气，出门上班一定要做好防
暑防晒！

今天白天盆地各市多
云，西部沿山有阵雨或雷雨；
川西高原和凉山州北部多云
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攀
西地区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
雨。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8～122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
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
应减少户外活。（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
都

今日 多云转阵雨
22℃-35℃ 偏南风1～3级
明日 阴转多云
23℃-33℃ 偏南风1～3级

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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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
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6164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723，全国中奖注
数5206注，单注奖金1040元；
排列5中奖号码：72323，全国

中奖注数65注，单注奖金10
万元。●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7星彩16071期开奖结果：
6609203，一等奖5注，每注奖
额3917878元。二等奖20注，
每注奖额13860元。300000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 销 “3D” 第

2016164期开奖结果：273，
单选1216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2843注，单注
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6070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06、03、11、
29、23、18，蓝色球号码：01。
一 等 奖 7 注 ，单 注 奖 金
7993400元。二等奖264注，
单注奖金99213元。滚入下
期奖池资金102374089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3公里健走、协力竞走、鸿
运气球、趣味铅笔……6月18
日，旨在倡导健康、活力生活
方式的华泰保险20周年动感
健康行成都站的活动在秀丽
东方举行，共有300多人参加。
当天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让
科技与时尚融入跑步：无人
机+高清动感摄像机全程航
拍录制；Gopro人物运动第一
视角，记录健步行全程始末；
高清动感相机全程抓拍活动
瞬间。

华泰财险EA事业部西南
区总经理蔡鸥翔在现场表示，
这次前来的主要都是四川地
区的门店主和他们服务的客
户，聚首在一起，就是让大家
共同感受公司企业文化，分享
近年来的成长。2012年初，华
泰保险率先在四川等地尝试
社区保险的专属代理门店即
EA模式，2015年这种模式也
得到了保监会的认可。目前，
华泰全国已经超过3000家门
店，仅成都地区已有154家门
店，2015年EA渠道保费收入
2.28亿元，同比增长44%。

与传统模式不同，专属代
理模式（EA模式）更关注客户
体验，每家门店都是独立法人
的小微企业，每位店主都是老
板，他们与华泰保险是稳定、
平等的合作关系。蔡鸥翔表
示，对每位店主而言，EA模式
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险

创业平台和机会。通过深入社
区的各家门店，客户能获得直
观感受，而不是像传统模式那
样，只能见到单个的代理人，
却长期不知道保险公司长什
么样，“门店有统一的装修风
格，客户可以在这里进行咨
询，也可以直接投保，现场打
印保单，出险后还可通过门店
实现转账赔付等，感受从投保
到理赔的全流程服务，也有利
于通过门店将保险公司的风
险理念和服务最直观地传递
给客户。”简单讲，每家门店都
是华泰保险面对客户服务的
窗口。

据了解，目前门店能提供
的保险服务既包括车辆保险
等常规险种，也可以量身定制
家庭财产险、人身意外险、小
微企业综合保障计划等专属
产品，“未来还可能会有个人
寿险、理财产品等”，实际上，
每家门店就是一个综合性的
金融服务平台。

蔡鸥翔表示，在挑选店主
时，公司最看重的是两点：一
是是否具备良好的创业精神，
二是是否有强烈的服务意识，

“公司设立门店的初衷，就是
通过贴心服务来提高客户粘
合度。”据称，只有每位店主拥
有足够的服务意识和专业的
服务能力，努力深入社区，走
到客户身边，才能真正提高客
户满意度。 （杨斌）

融入科技与时尚
华泰保险20周年
动感健康行跑进成都

今日最高35℃ 上班注意防暑

路面塌陷 一环路府青立交交通管制

当年，马边县的李明从杀鸡
卖鱼投身乌木行业，亏掉10万后
重新拿起杀鸡杀鱼的刀。

卫志刚在2012年以20万入
行，虽然在这个“寒冬期”他有上
百万的货未能变成现金，但他的
门店和加工坊内还正常运转着。

相比之下，汪杰就没那么幸
运了，在2014年花费千万买回一
大堆金丝楠乌木材料后价格猛
跌，除了低价抛售外，去年6月，
他的家具加工厂也被迫抵押还
账。如今他的身份由厂长变成了
服装店主，经常在微信朋友圈推
销着自己的服装。

不过，在芦山从事石雕多年
的杨国兵逆市入行，今年初在芦
山根雕一条街上开了家乌木加
工店，购进了数十万的金丝楠乌
木。刘毅恒和芦山部分金丝楠木
经销商选择了坚守和等待，在低
谷期收购囤积原料等，他们觉得

“有冬天，春天也就不远了”。芦
山根雕一条街的多家经销商表
示，最近已感受到一点金丝楠乌
木市场回暖的气息了。

多名行内专家表示，经过这
样的洗牌，金丝楠乌木会迎来更
有序的良性发展，但不懂者慎
入。刘毅恒指出，此轮暴涨骤降
后，金丝楠乌木工艺品通过研
发、创新，仍会有市场。

楠木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国家林业局及行业主管部
门委托授权，他们正积极制定和
申报中国楠木行业标准，还将与
消委合作创建楠木产业诚信联
盟，编制《中国楠木消费指南》，
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价格参考。

从1600万一根到没人要
金丝楠木一夜入寒冬

不过，2014年下半年开
始，金丝楠乌木价格骤降。

随着行情走低，马边劳
动乡、荍坝乡等多个乡镇曾
被挖得四处是坑的田地已复
耕，种上了茶叶、李子树等多
种作物。

6月15日，在马边城外的
巧木坊乌木馆外，村民小粟
挖掘的4根乌木静静地躺了
几年，“很久没人来看过料问
过价了。”如今的马边县城，
很难看到几年前乌木堆积成
山的景象。仿佛这个县城，之
前就不曾与乌木有过交集。

和马边县城一样，雅安
名山区、芦山县及眉山、宜宾
等盛产乌木之地，市场都处
在低迷状态。

2015年，芦山根雕一条
街上商户减少了四成左右，
刘大忠的厂里经营额也相比
2014年下降了60%左右。

6月16日，记者在雅安市
西康乌木市场唐氏乌木店内
看到，诸多金丝楠乌木工艺
品上已沾满灰尘。店主唐继
华称，现在一两周无人来询
价购买是常态。在该市场内，

至少10多家店铺超过半月未
开张，还有些店铺门上贴着

“门店转让”，“前几年生意好
时，这个市场180多家店铺，
现在不到一半了。”

这种景象同样出现在百
公里之外的邛崃市羊安镇乌
木市场，这里一度是川内著
名的乌木原料交易地，如今，
市场内堆着的乌木旁已长起
半人高的野草。

在位于新津的成都东煌
居乌木工艺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有一根该公司负
责人称花费1600多万买回的
极品金丝楠乌木，至今无人
问津。鼎盛时期40多人的车
间只剩下一名员工。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
走访成都新津、眉山、乐山等
地发现，许多经营金丝楠乌
木的商户已数月未开张，市
场火爆时大量买进的收藏
者、投资人也同样艰难。多地
的商家和投资者告诉记者，
骤降后的价格大概回到了涨
价之前，但市场销售情况更
为低迷，行情整体遇冷，眼下
正经历寒冬。

乌木有“东方神
木”和“植物木乃伊”之
称，而乌木中的金丝楠
木更加珍贵，切开、打
磨后有金丝浮现、移步
幻影的立体效果。

金丝楠木

近年，金丝楠乌木已成
为收藏投资市场最火爆的
木头之一。到 2013 年、
2014年高峰时，一根价格
炒到几百万、上千万。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楠
木保护与发展促进会（以下
简称“楠木促进会”）本月发
布的公告和成都商报记者的
调查显示，暴涨背后，是资本
进入，恶炒抬高价格。很快，
金丝楠乌木价格遭遇过山车
式骤变，暴涨之后暴跌。众多
跟风者赔得血本无归。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
辗转上千公里，探访乐山市
马边县、雅安名山区、芦山
县以及眉山、成都等多地，
此前疯狂挖掘乌木和火热
交易的场景已不再。

6月14日，乐山市马边
县劳动乡柏林村，村民们
打牌聊天，悠闲自在。村民
胡贵民田中因挖乌木而形
成一个近半亩的大水塘，
还能窥见其中尘封着的关
于乌木和财富的故事——

两三年前，“花点钱，
租个田，雇些挖掘机，下田
开挖，钱赚到飞起。”村民
们一亩地的收入一年仅为
千元左右，而租给别人挖乌
木，平均两万至五万元一
亩。村主任任世培曾统计，
该村仅井池沟100多户人
2000多亩地，一半以上田地
被挖过乌木，村民“卖”地收
入至少300万。

2013年前后，马边县
发掘乌木十分疯狂，几乎
人人都跟乌木扯上了关

系，挖掘机不够，还从外地
调来三四百台。无业人员、
野的司机、小商贩，甚至公
务员……最多时有上千人
扮演乌木“经纪人”角色。

雅安市芦山县根雕协
会党支部书记、大自然根
艺厂负责人刘大忠从事乌
木行业20多年，经历过很
多大风大浪，但2012年至
2014年上半年这期间，金
丝楠乌木价格暴涨还是让
他觉得“不可思议”。

“稍好点的金丝楠乌
木原料，一个月内以成倍
的价格转手是常事。”芦山
称艟金丝楠工艺品店负责
人卫志刚说，“钱太好赚。
料子还没回来订单就来
了，工艺品还没做好就被
买了，有时一天一个价。”

经历恶性炒作
乌木价格虚高

刘大忠认为，2013年，来自北京、福
建、浙江等地的大量投资者入川抢购金
丝楠乌木，一些中间商倒手炒作，低买
高卖，“大家跑接力赛，你卖到100万，他
卖到200万，我卖到300万。”

福建人汪杰正是在那时进军金丝
楠乌木行业的。他曾在福建有个家具加
工厂，2013年上半年，他投资200多万到
四川倒卖金丝楠乌木原料，不到一年，
身家就超过1000万。

“买回来的木料才到厂里，就有人

来问价，10多万一对的金丝楠木太师
椅，买家价都不还。”汪杰索性将家具加
工厂生意放到一边，在亲友中融资，花
千万买回了一大堆金丝楠乌木材料。

四川本地，也有不少人入行。入行
前，芦山的卫志刚从事废品收购，马边
的李明（化名）在杀鸡卖鱼。还有人借高
利贷来倒手金丝楠乌木原料。2014年，
年近不惑的秦松（化名）初尝倒卖金丝
楠乌木的甜头，不到三个月就赚了40多
万，他迅速借来70多万高利贷，再次囤
积了几根金丝楠乌木，待价而沽。

今年6月14日，楠木促进会发布公
告称，楠木行业曾经历恶性炒作，存在
部分产品价格虚高脱离实际的现象，导
致市场对楠木的价值和价格认知模糊。

炒作资金撤走
消费市场遇冷

2014年8月，有人给秦松出价130
万，他没卖；9月有人出价150多万，他还
是没卖。秦松的心理期望是180万以上，
但他没料到：价格迅速下降，还没到年
底，这几根乌木仅有人开价80万。最终，

他没熬过春节就跑了。
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芦山县根雕

协会会长刘毅恒等多名行家表示，2012
至2014年是金丝楠乌木暴涨时期，而
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初，是金丝楠
乌木市场的寒冬，他称为“洗牌期”。

价格骤降让许多人措手不及。骤降
原因，多名经销商认为有二：炒作者资
金撤走，消费市场遇冷。

汪杰的切身体会：炒得过热，提前
透支了后面的上涨空间。恶炒中，也找
不到接力赛的下一棒交接者，大家都心
存侥幸，赌自己不是最后一棒。

“前几年有人恶意炒作价格，导致
楠木行业交易不稳定，去年6月19日，
我们这个协会正式成立。”楠木促进会
相关负责人提醒，以资本运作进行非
正常炒高及恶意抄底，不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的。调查中，有成员反馈，有个
别恶性炒作楠木和诋毁其他木种的商
家已破产并进入司法程序。“楠木珍贵
木种，其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已被大众
了解、接受和喜爱。”该负责人表示，在
经过暴涨骤降后，楠木市场价格会趋
于理性水平。

全民挖乌木
一天一个价

疯狂
2012年～

2014年上半年

暴涨暴跌背后

资金恶炒 提前透支上涨空间

著名乌木交易地
长起半人高野草

低迷

为何会暴涨？为何
狂跌？在成都商报记者
的调查中，成都、雅安、
乐山等地多名业内人士
都认为，金丝楠乌木本
身稀缺并有艺术观赏价
值，让金丝楠乌木价格
一直较高，但多年来行
情相对稳定，暴涨背后
主要是资金恶性炒作。
当资金撤离，价格就一
路狂泄……

涨

跌

何去何从
有人退出
有人坚守
洗牌后或迎来良性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顾爱刚
摄影报道

疯狂的木头疯狂的木头

芦山县一商家门口堆满了待售的乌木

2013年，马边，田地里挖掘乌木的“盛况”

成都一公
司 1600 多万
买回的极品金
丝楠木一直沉
睡仓库

2014年下半年～
2016年

华泰健康行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