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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務院會議將有力打擊公款購買
高檔酒」 的消息影響下，高端白酒股價應
聲下跌。27日白酒板塊整體下挫2.18%。
其中被視為白酒業「領頭羊」的貴州茅台，
股價狂瀉6.37%，市值一天就蒸發了142
億元。記者近日走訪煙酒市場了解到，包
括深圳在內的廣東省高端酒也受到波及，
其中茅台的零售價格下滑近兩成。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二十九日電】

【本報記者勞莉貴陽二十九日電】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日前在廉政工作會議上指出，禁止用公款購買高
檔煙酒。此言對內地高檔酒市場帶來震撼，有報告指
，近期一批茅台的批發價格降至1500-1600元左右。
這是九年來，貴州茅台第一次主動 「自降身價」。

儘管溫家寶沒有具體點名茅台，但茅台白酒股份
應聲下跌，其自身也開始通過調整批發價來推動銷售
量。據國泰君安近日一篇報告顯示，近期一批茅台價
格降至人民幣1500-1600元左右，部分地區一級經銷
商間倒貨價降至人民幣 1450 元。這是 9 年來，貴州
茅台第一次主動 「自降身價」。不過，此次主動降價
的是茅台酒的批發價，而非出廠價。

據今年一月初由胡潤百富發布的《2012 中國千

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顯示，貴州茅台以120億美金
的品牌價值，名列繼路易威登、愛馬仕和寶馬之後的
全球第四大奢侈品牌。同時，在十大最受中國富豪青
睞的送禮品牌中，茅台名列第五。

茅台在中國不是一種普通的商品，往往貴而且難
買。但是，市場要價高達人民幣 2000 元的飛天茅台
，出廠價只有人民幣619元。《財經網》據此撰文指
出，每瓶茅台的出廠價和實際售價中間存在的逾
1000 元的差價，意味着巨額的利潤流向了經銷商。
賣茅台也是一種特權，很多茅台銷售點的供貨渠道對
外都是保密的，以至於業內流傳 「做五糧液需要資金
，做茅台需要關係」的說法。

據悉，作為我國高檔白酒的代表，從 2000 年到
2006年，茅台的價格從200元（人民幣，下同）漲到
人民幣328元，平均漲幅10%，與GDP增速趨同。而
從 2009 年到 2011 年，茅台價格從 600 元左右猛漲至
2000元，扣除通脹的因素，漲幅依然驚人。

市場普遍認為，高端白酒價格一直居高不下，與
政府消費有較大關係。內地媒體曾報道稱， 「公款採
購是高檔白酒的主要銷售渠道，造成茅台酒 10 年來
價格連翻 10 倍。」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也指出：
「茅台酒大幅漲價的背後推手就是公款吃喝。」

在 26 日國務院召開的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
溫家寶總理出席並指出，今年要嚴格控制 「三公」經
費，繼續實行零增長，禁止用公款購買香煙、高檔酒
和禮品。

中檔酒轉受市場青睞
此舉一出，深圳高檔酒批發零售業也受波及，受

到很大衝擊。深圳市聯合御品公司董事長李俊鋒告訴
大公報記者， 「我們主要經營包括廣東省在內的華南
地區的煙酒銷售，一直銷量很好。近日政府出台公款
禁買高檔酒後，公司的貴州茅台價格從原先零售價
2100至2200元跌落至現在的零售價1600至1700元左
右，下降了逾兩成。買家更是明顯減少。」

李俊鋒表示，該公司已經減少了貴州茅台、五糧
液等高檔酒的庫存量，初步估計貴州茅台的價格短時
間內難有回升。

李俊鋒透露，由於高檔酒被禁買，不少商家都開
始將主流銷售市場由高檔酒類轉為中檔酒和洋酒。目
前，紅花郎酒和水井坊等中檔酒均開始走紅。中央政
策下達後，紅花郎酒從原先的498元漲至598元，而
水井坊更是從576元漲至840元左右。另外，不少年
輕人喜愛的洋酒也略有漲幅。

專家：一線白酒仍是「唐僧肉」
深圳市南山區酒品回收商舖的王小姐告訴記者，

目前貴州茅台的回收價格約在1200元至1300元左右
，視酒的年數和包裝情況決定。

不過王小姐表示，酒品回收生意近日舉步維艱，
已囤積了大量高價酒。這幾天更是買家少賣家多，大
家都擔心會跌得更厲害。

王小姐坦言： 「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會清點倉
庫庫存。當酒達到正常量時，該店可能會考慮暫時暫停
高檔酒的回收業務，主推銷售高檔酒以減少庫存。」

不過，業內人士分析稱，根據數據顯示，今年1
月至 2 月白酒產量累計同比增長了 32%，2 月份更是
大幅增長了51.9%。白酒在短期內雖會有回調，但從
長遠角度考慮，貴州茅台、山西汾酒、五糧液等一線
白酒還會是一塊唐僧肉，甚至有望再創新高。

【本報記者張建麗、任麗西安二十
八日電】為紀念報界先賢，大型人物紀
錄片《報界宗師張季鸞》上下兩集，將
分別於本月31日和4月7日在鳳凰衛視
首播。

據該片藝術總監、執行製片人張井
介紹，本片共費時五個月拍攝而成。自
去年 10 月 31 日開機以來，劇組兵分三
路，一路圍繞張季鸞的家鄉和求學地進
行實地拍攝，另一路奔赴北京、天津、
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尋訪報界宗師的
足跡，採訪了專家學者及《大公報》同
仁的後人 30 餘人；第三路赴港採訪現
任《大公報》社長姜在忠，並在海外搜
集相關資料，獲得了大量關於張季鸞生
前鮮為人知的資料。

紀錄片《報界宗師張季鸞》由榆林
市政協、西安市榆林商會和榆陽區政府
聯合發起，香港鳳凰衛視和陝西金石人
文文化傳播公司聯合拍攝，大公報社協
助拍攝。全片以實景拍攝、情景再現、
專家訪談、資料佐證相結合的手法，再
現了一代鴻儒張季鸞的傳奇人生，弘揚
報界一代宗師特立獨行、卓爾不群的報
人風範及新聞工作者 「鐵肩擔道義，妙
手著文章」的新聞操守和社會責任感。

眾所周知，張季鸞用 30 年的時光
、3000 餘篇稿件，在中國新聞報刊史
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並在主筆
《大公報》期間達到其人生巔峰。

周恩來讚譽他說： 「季鸞先生，文
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
達，尤為士林矜式。」于右任稱其：
「先生積三十年之奮鬥，對國家有大貢

獻，對時代有大影響，其言論地位，在
國家，在世界，並皆崇高。」

據悉，片長 90 分鐘的紀錄片《報
界宗師張季鸞》共上、下兩集，分別於
本月 31 日和 4 月 7 日 10 時 05 分在鳳凰
衛視《我的中國心》欄目首播，並將於
4月1日和8日同欄目21時40分重播。
另據劇組透露，隨後還將製作成 4 至 5
集的人物紀錄片在內地頻道播出。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清明節日
益臨近，網上的各大 「網絡陵園」也開始
陸續迎來網絡祭祀的高峰。記者調查發現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通過為親人在 「網絡
陵園」裡設陵墓、發祭文等方式來祭奠逝
去的親人，在虛擬世界裡寄託對親人真實
的思念。

祖籍河南的張軍在長春工作已有兩年
時間，每逢清明節都是張軍最悲傷也是
「最糾結」的時候。

「我爸就我一個兒子，每當清明節時
總想回去給我爸掃掃墓，陪我爸說說話，
可清明節只有 3 天假期，回家的話，在路
上就得花掉兩天半，車票還不好買。不回
去吧，心裡總覺得對不起我爸，但又沒其
他的辦法。」

後來，張軍在某大型祭祀網站上給父
親設了一個豪華陵墓。他可以在上面為父
親上香、獻花、發祭文。 「在網絡陵園裡
，我可以隨時去看望爸爸，在現實中能
做的，在網上都能做。雖然這一切都是虛

擬的，但我對爸爸的思念是真的。」張軍
說。

據了解，隨着人們清明節祭祀觀念的
逐漸轉變，以網絡祭祀為主的低碳環保祭
祀方式正蔚然成風。在百度搜索上，敲入
「網上陵園」字樣可搜索到相關鏈結 140

萬個。而據業內人士估算，目前全國網上
陵園有近千家。

記者隨機瀏覽網上一些大型祭祀網站
看到，各網站網頁製作精美，大多體現傳
統文化韻味。網站還開設有私人網墓、祭
奠留言、音容笑貌等功能，甚至有些網站
開設了 3D 靈堂，網友可進行上香、獻花
等的高仿真活動，使得網上祭拜操作如同
在現實中祭拜一樣真實。網站的祭奠留言
也達到了日平均量500條以上。

對於網絡祭祀這種新的祭祀方式，民
俗專家、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曹保
明認為，祭祀的內涵不在乎燒紙、磕頭這
些形式，而在乎尋求心靈的慰藉，網絡祭
祀正為人們提供了這樣新載體。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位於北京德外附近的
一家社區醫院裡，四樓的病房安靜幽雅，傳統的灰白
被褥和消毒水味道，被充滿活力的綠色和帶着泥土氣
息的綠色植物所取代。在這樣居家的環境裡，47 歲
的肺癌患者鄭曉梅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歷程。

「醫務人員按照我們的意願採取了寧養的治療方
式，媽媽走得平靜而安詳。」鄭曉梅 18 歲的兒子
說，媽媽過去一天要吃 40 多片止痛藥，還痛得用
椅子頂住身體，讓我們不知所措。自從來到這裡，
媽媽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我和爸爸的內心也得到了
安寧。

緩解老年化之憂
寧養即是對行將謝世者進行鎮痛治療、心理輔導

、護理指導等護理，以便盡可能地減少他們肉體和心
靈的雙重痛苦。近年來，由於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劇，

以及家庭結構小型化的演變，在國外具有相當規模的
「臨終關懷」服務，正在受到更多中國病患及家屬的

關注。
據調查，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國大城市自上世

紀80年代起率先嘗試這一服務，但目前全國僅有100
多家相關機構，難以滿足日益龐大的社會需求。

欠理解 機構被迫搬家
「我們收治的病人年齡最大的109歲，60多歲也

有一些，住院時間平均不到3個月就去世了。絕大部
分都是家庭護理困難、其他醫院拒收的，而且大部分
人患有腦萎縮或老年痴呆。在我們這兒，他們像嬰兒
一樣需要日夜照顧，有的老人喜歡摺千紙鶴，送給看
望他的人，有的老人聽不懂別人說話，卻喜歡唱歌，
但他們都渴望被重視、讚許和誇獎。」

北京松堂關懷醫院的護士長袁捷說，作為中國第

一家臨終關懷醫院，自 1987 年至今，這裡已經收治
病人約2萬餘人。

但北京松堂關懷醫院副院長朱林同時坦言，受各
方面因素影響，中國臨終關懷產業的發展受到制約。
朱林介紹，醫院曾因為被周圍居民認為 「晦氣」等原
因被迫搬家 7 次，即便面對病人也只能說是普通醫
院。

缺政策 盈利無從談起
至於盈利更是無從談起。朱林說，目前北京市的

相關扶持政策只面向普通託老機構，而對於因病託老
的、帶有醫院性質的機構，並沒有具體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教授杜鵬認為，臨終關懷有
廣闊的發展空間。政府應當對有關臨終關懷服務的收
費、報銷標準做出明確規定，才能保證臨終關懷事業
的健康發展。

【本報訊】據
《揚子晚報》報道，
位於江蘇省常州市、
號稱世界最大的無輻
式摩天輪（右圖），
在停工近半年後可望
於下個月復工。

這個位於常州紫
荊公園的摩天輪，於
2009年6月開工，規
劃高 89 米，造價人
民幣 1.5 億元，號稱
是世界最大，內地唯
一的無輻式摩天輪。

從外觀上看，這
座摩天輪是個巨大的
圓形鋼圈，中間沒有
任何支架，與一般所
見的摩天輪不同。

報道說，這座摩
天輪去年 7 月 11 日
完成鋼結構合龍後停工，至今已半年，鋼圈上已隱約可見銹
跡。

摩天輪建設單位駐現場的一位洪姓負責人表示，興建摩
天輪的費用由常州園林局承擔，不會出現資金不足情況。同
時，無輻式摩天輪的圓形結構固定不動，動的是外圍鋼結構
的24個艙體，也沒有安全問題。

他說，像摩天輪這種特種設備需要國家質檢總局特種設
備監管部門審批，因為這是內地第一座無輻式摩天輪， 「審
批時間自然會久一點，因此暫時停工。」

他表示，摩天輪最近已通過有關部門審批，下個月底將
重新開工，預計明年5、6月竣工。

報道說，最近不少常州市民擔憂這座摩天輪可能成為
「爛尾輪」。

◀▲政府嚴控 「三公」
的消息不僅使茅台批發
價九年來第一次下降，
也重挫高檔酒市場。上
圖為3月28日，成都家
樂福超市的白酒櫃枱價
格出現下調

新華社

茅台九年來首度自降身價

網絡陵園迎祭祀高峰
設虛擬陵墓 寄真切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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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摩天輪
下月常州復工

▲3月29日，周恩來鄧穎超遺物特展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揭幕，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國內外友人贈予的紀念物品在內的百餘件
周恩來鄧穎超珍貴遺物首次與公眾見面 中新社

▲片中張季鸞先生扮演者朱欽軍（左）及主創人員亮相
首播儀式 本報攝

中國首例綠狒狒人工飼養成活
【本報記者李曉波、通訊員何志華武漢29日電】武漢

動物園一隻綠狒狒幼崽喜過 「滿月」，渡過了小狒狒危險期
。經動物專家組鑒定，目前小狒狒身體健康，營養良好，發
育正常，標誌着中國首例綠狒狒繁殖人工飼養成活。圖為
「狒媽」 養員王玉萍在給小狒狒餵食 潘厚發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