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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失控的拍卖局面，5月16日晚
10点28分，阿里拍卖通过官方微博表
示，在汉帝茅台酒的竞拍过程中，“我
们发现有用户涉嫌恶意竞拍，导致竞
拍价格已远超估值，商家决定暂时中
止本场拍卖。”

记者注意到，这次的汉帝茅台酒
拍卖门槛并不高，保证金仅为2000元，
且关注了拍卖商家“中致酒谱”店铺

后，还可免缴保证金。有网友留言称，
“3999万的标的物居然不要保证金，你
们能不能严肃一点。”

对于“此次拍卖为何没有保证金”
的问题，阿里拍卖一位客服人员告诉
记者，“这是商家自行设置的，平台无
法管制。”该客服指出，如果商家同意
免去保证金，平台也无法强制要求商
家设置，但平台会通过系统监控商家

是否有违规行为，“如果有违规，也会
对商家进行监管。”而对于“恶意竞拍
者”，上述客服则表示，如果恶意抬价
属实，会被罚没保证金。

红星资本局多次致电负责此次拍
卖的商家中致酒谱相关负责人，但对方
均挂断了电话。据时代周报报道，中致
酒谱相关负责人表示，“明显有人捣乱，
本来是挺好的事情，我们也很无奈。”

近期，有境外媒体发布关
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
飞行事故原因的相关报道。记
者5月18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
经中国民航局与美国国家运输
安全委员会参与事故调查人员
证实，对方明确表示，未向任何
媒体发布有关调查信息，他们
严格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
件13的框架要求，与中国民航
局开展合作，并将根据需要继
续为查明事故原因提供专业技
术支持。

目前，“3·21”东航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部门正依
据调查程序，深入开展残骸识
别、分类及检查、飞行数据分析、
实验验证等相关工作。根据国际
民用航空公约相关要求，调查部
门邀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作为航空器设计制造国的调
查方参与调查。

中国民航局表示，将继续
与参与调查的各方保持密切沟
通，科学严谨有序地开展事故
调查工作，并按照国际民用航
空公约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要
求，及时、准确发布事故调查情
况进展和相关信息。据新华社

两部门下达2022年
以工代赈中央投资66亿元

记者18日了解到，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财政部已下达
2022年以工代赈中央投资66亿
元，撬动地方各类资金约12亿
元，支持各地共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1800余个，将带动13余万
名农村脱贫群众和低收入人口
等重点群体稳就业、促增收，预
计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的当地群
众人均获取劳务报酬额将超过
1万元。

据了解，2022年以工代赈
资金安排进一步聚焦“三区三
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任务较重的
市县等重点地区，瞄准农村脱
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和其他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
体，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吸纳农
村脱贫群众特别是因疫因灾
无法外出务工的群众参与以
工代赈工程项目建设，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增收，缓解疫情对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冲击
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2022年以工代赈投资
计划由各省份分解到项目后，
预计发放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
的比例将超过20%，部分项目
劳务报酬占比将达到30%以
上。各地依托以工代赈项目，全
面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
岗位开发和资产收益分红等赈
济新模式，瞄准务工群众中低
技能、弱劳力等特殊群体，开展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生产
技能培训等，让以工代赈中央
投资更直接、更广泛、更长久地
惠及脱贫群众。 据新华社

市民疑惑：
好好的树说挖就挖
看着浪费

记者检索发现，近年来，不少城
市都曾发生过为了“一棵树”或“一
盆花”较劲的事。过往报道显示，人
们的质疑理由多为“不理解”：“好好
的树，说挖就挖走了，之后再换上新
树，看着浪费。”

致力于动植物保护的王女士表
示，她曾向某地有关部门反映当地
有滥砍滥伐古树的现象，但对方给
予的回复则是树木坏死，需更换处
理，“可是我去现场看过，那些被拦
腰砍断的树木都是好好的，根本看

不出哪里坏了。”
王女士还说，她曾发现在部分

城市会经常性更换草木花卉，“夏天
是一种花，冬天又是另外一种，甚至
有时候为了营造过节的气氛，还会
专门进行大批量的更换。而那些被
换走的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怎么
处理了。”

曾反映过相关问题的某地市民
许女士告诉记者，一些被更换掉的
绿植原本长势不错，且日久相伴下，
市民也都对其习以为常，毫无理由
的更换让大家都难以接受，“我们希
望的是，相关部门进行科学规划，不
要浪费人力财力去做无用功，在必
须要更换的情况下，能详细告知大

家相关理由。”

业内人士：
城市绿植更换
涉及多方面原因

一位从事园林设计的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草本花卉经常更换是
比较正常的，毕竟草本花卉生长周
期短。而城市中木本的乔灌木一般
不会每年都进行更换，如果更换也
有可能是涉及到了不得不换的原
因，如栽种的树木由于对当地气候
土壤等不适应，生长情况不好，需
更换其他种类。或是个别树木移栽
后未成活、遭受病害、人为破坏等，

需要补种，“还有就是树木影响了
道路（含道路下方电缆、管道）施
工，需要先移栽他处，再补种其他
植物等等。”

记者发现，部分城市对出现的
绿植更换问题，大多做出了相应的
回应。如，湖北恩施市方面曾表示，
被替换掉的行道树基本都属“老弱
病残”类，更换行道树并非将好端端
的行道树挖掉重新再植，而是只对
缺株的地方进行补栽，对患有病虫
害、受到较大损伤或明显难以成活
的树木进行更换。

广西梧州市方面曾表示，之所
以要“木棉替换异木棉”，一方面是
因为美丽异木棉对土壤要求高，多
少年都不长，也不开花，自身刺也比
较多；另一方面是4车道改6车道、收
窄人行道后，与临近路段的行道树

“不在同一条线上”。
前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

他看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人
与绿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因
而在做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时，
既要听取专家意见，也要有公众
参与，还要综合考虑城市建设发
展、资金投入以及是否符合城市
绿化规划要求等情况，“反对盲目
更换花卉绿植，随意砍伐和移植
行道树等行为。”

专家主张：
城市绿地规划
需兼顾历史因素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
筑学院副教授徐斌告诉记者，对

于树木是否坏死有专业上的评
判，有可能外表看起来并无大碍，
但实际已出现生长问题。“一般来
说，城市园林的规划建设都是厉
行节约的，‘花草还未见枯萎就被
更换’或是‘行道古树无端被换’
等现象肯定是不合适的，不排除
有极少数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
不能以偏概全。”

徐斌说，类似王女士所提到的
草本花卉频繁更换现象，多因花草
换季所致，例如城市鲜花一般有一
年四换、五换、六换的情况，这代表
着一个城市对于美，对于园林绿化
的高要求。“花草等绿植均有自己的
生长周期，有多年生，也有一年生或
是季节性的。”徐斌表示，从节约的
角度来看，目前各城市均主张使用
多年生或者木本类的花草，“这样就
不需要频繁更换，只需要适当的打
理，比如说整理枯枝落叶，防治病虫
害、施肥沃土等等。”

在徐斌看来，城市的绿地规划
是一个系统，也是城市总体规划的
一个分项规划，必须满足或者遵从
总的城市规划。而在进行绿地规划
时则需兼顾到历史的因素，包括这
个地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这
块绿地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有无典
故和故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功效
如何，民众的满意情况，未来是否需
要依据其他的城市规划进行调整，

“因而，城市绿地景观规划建设要做
到‘因地制宜，构成系统，突出特色，
量力而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梦婕
实习生 张洁

“澳门酒店双女尸案”
疑凶落网

5月17日，据湖南省公安厅
刑事侦查总队消息，“澳门酒店
双女尸案”犯罪嫌疑人赵某龙在
洪江市塘湾镇中山村被抓获。

据长沙晚报，5月7日凌晨，
外地发生一起命案，随后犯罪
嫌疑人赵某龙（男，33岁，黑龙
江人，寻衅滋事前科人员）逃窜
至湖南。另据澎湃新闻，赵某龙
涉嫌在澳门一酒店杀害两女
子，随后逃窜至湖南。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湖
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迅速组
织全省特别是永州、邵阳、怀
化、娄底、湘西、常德、岳阳等
地警力进行拦截抓捕，发布悬
赏通告动员群众举报。经大量
缜密侦查工作，发现犯罪嫌疑
人赵某龙逃窜至雪峰山脉的
怀化市洪江市塘湾镇，公安部
刑侦局、湖南省公安厅、涉案
地公安机关赶赴洪江市坐镇
指挥，怀化市、洪江市两地党
委政府调集3000多名干部、群
众和700多名警力对其进行合
围搜捕。

追捕民警进入雪峰山脉连
续多日开展拦截追捕和发动群
众，5月17日上午，根据群众举
报线索，民警在怀化市洪江市
塘湾镇中山村将犯罪嫌疑人赵
某龙抓获。

综合长沙晚报、澎湃新闻

民航局回应“3·21”
东航事故相关报道：

美方调查人员表示
未向任何媒体发布
有关调查信息

谁在拍
谁在炒

起拍价相当于 13 辆 法 拉利，有人一次加价 4.73 亿

一瓶汉帝茅台
被喊至近百亿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连日来，一瓶92年的茅
台被疯狂拍卖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这瓶汉帝茅台酒的拍卖时间为5月11日至5
月16日，起拍价3999万，临近尾声时被拍出
99.999999亿元“天价”。最终，因有用户涉嫌恶
意竞拍，致拍卖价格远超估值，商家紧急中止了这
场拍卖。5月17日下午2点，汉帝茅台酒再次上线，
但由于提高了门槛，本场拍卖在有超7万人围观的
情况下，仅有4人报名，截至发稿仍无人出价。

随着消息逐渐发酵，此次拍卖背后的商家
——中致酒谱（北京）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致酒谱”）也浮出水面。

上述业内人士向红星
资本局介绍，中致酒谱以前
是做批发市场的，现在是一
家贸易公司，成立时间不
长，刚开始签订了一些酒类
代理，包括钓鱼台等系列
酒。“这家公司就是以‘倒货
卖货’起家的。”该人士称，
中致酒谱在此轮茅台酒涨
价的风潮之下，跟着一些黄
牛倒货卖货，包括飞天茅
台、茅台生肖酒等。

此外，记者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搜索发现，中致酒
谱曾涉及合同买卖纠纷。

从裁判文书网披露的案
件来看，2020年3月，褚圣凯
和丁若愚在中致公司开设的
淘宝网店上，分别以26500
元、100200元，各成功购得巴
拿马国际金奖纪念酒53度
30L六十斤贵州茅台酒1坛。
在两人交完钱后，中致公司
却以“价格设置错误”“货物

装车时发生损坏且调货有难
度”等理由，拒绝提供酒。最
终，两人分别将中致公司告
上法院维权。随后，法院还下
达了执行通知书，并冻结、划
拨中致酒谱的银行存款人民
币5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
应价值的财产。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游云庭告诉红星资本
局，一般而言，如果因为技
术故障，拍卖中止是有可能
发生的。“但此次拍卖明显
是因为商家对于产品的出
价没有设置保证金，导致出
现了不可能获得履行的不
合理的天价，这显然是一种
不正常的炒作。”

游云庭认为，此次拍卖
中，商家显然是有责任的，根
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这种炒作也涉嫌虚假宣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李晨

记者注意到，此次被疯狂竞拍的拍
品为一瓶1992年产的汉帝茅台酒，规格
为53度500ml，起拍价3999万元。此次拍
卖类型为增价拍，加价幅度为100元，竞
拍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0时至2022年5
月16日23时59分59秒。记者查阅发现，

“法拉利296”跑车厂商指导价为298万
元。这意味着，这瓶茅台酒仅起拍价就
能买下13辆“法拉利296”跑车。

对茅台收藏有研究的一位业内人
士告诉红星资本局，汉帝茅台酒是贵

州茅台生产的一个奢侈酒品种名，
1992年问世，曾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
际博览会获得大奖。汉帝茅台酒当时
仅生产10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曾拍
出100万港币高价。2011年在贵州首届
茅台酒专场拍卖会中，一瓶汉帝茅台
酒被890万元的价格拍下。在2019年的
一次拍卖会上，汉帝茅台酒曾拍出过
3100多万的价格，但是最终没有成交。

此次竞拍吸引了11万多人次围观，
1769人报名竞拍，出价记录共有4036

条。记者梳理竞拍记录发现，5月12日7
点05分，有竞拍者首次出价3999万，随
后便“安静”了几天。直到5月16日15点
36分，有人加价800元，此后陆续有人加
价，均在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不过，到
了5月16日晚上，开始出现“加价异常”。
5月16日21点13分，“U5378”的竞拍者
一次加价4.73亿，喊出5.26亿元的价格。

随后，拍卖价格一路狂飙，至5月
16 日 22 点 13 分 ，价 格 已 被 拍 至
99.999999亿元，离100亿只差100元。

起拍价3999万 有人一次加价4.73亿

拍卖被紧急叫停 商家称“有人捣乱”

在围观这场拍卖后，上述业内人
士质疑称，茅台酒的价值很高，但商家
却不通过更具权威的拍卖平台、也没
有相当的竞拍门槛，“我认为这是一场
没有诚意的营销活动，其目的就是‘博
眼球’‘拉流量’。”

在该人士看来，此次拍卖有几大
疑点：第一、门槛太低，起拍价3999万
的汉帝茅台酒，商家拿到阿里拍卖网

上公开拍卖，拍卖门槛只有2000元的
保证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门槛；第
二、只要关注商家的淘宝店就可免除
保证金，其目的就是让更多人去关注
商家的淘宝店；第三、最终叫价到近
100亿，商家为何会叫停，难道仅仅是
因为“涉嫌恶意竞拍”？

“我甚至怀疑，该商家是否真正拥
有汉帝茅台酒，其炒作成分实在太

大。”该业内人士表示。
短暂中止后，5月17日下午2点，汉帝

茅台酒再次在阿里拍卖网上线。不过，这
次商家提高了参与拍卖的门槛，保证金
由2000元上调至5万元，同时取消关注店
铺可免缴保证金的条款。截至红星资本
局发稿，离拍卖结束还有50多个小时，这
场拍卖有72290人次围观，1268人设置
提醒，但仅4人报名，仍无人出价。

业内人士称“博眼球”疑商家根本没酒

起底背后商家：

以“倒货卖货”起家
曾成功拍卖却拒给酒

西湖柳树移栽事件 杭州市委书记致歉

杭州纠偏柳树移栽背后
城市绿植更换，要注意些什么？

日前，杭州西湖边北街保俶路
以西到断桥的柳树被换成了月季，
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友纷纷在微
博上呼吁留住柳树。相关部门发布
情况说明称，7棵沿湖柳树是因生
长状态不好被移走，之后还将选择
合适的柳树进行补种。随后，7棵柳
树于5月13日凌晨补种完成。

据“杭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消
息，5月16日，杭州市召开“西湖风
貌和文化保护”民意恳谈会，杭州市
委书记刘捷就西湖沿湖部分柳树移
栽事件的发生表示歉意。他说：“西
湖沿湖部分柳树移栽，破坏了城市
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伤
害了人民群众对杭州的美好记忆和
深厚感情，教训十分深刻。”他强调，
要充分尊重民意，广泛集中民智，高
标准推进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

5月13日，杭州西湖断桥附近的柳树已完成补种 图据视觉中国

汉帝茅台酒 图据阿里拍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