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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征集
西宁站 各种陈年老酒 老茅台

征集范围1953-2020年茅台五粮液以及2000年以前的各种老酒、老药丸、阿胶、虫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方式面向全国收购。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朋友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鉴定收购。并在店一楼大厅有专业接待人员。
周边县市均上门鉴定收购，酒店以外均为假冒，以防上当。

整箱价更高 可上门回收 此号码长期有效

活动时间:6月25-7月5日
工作时间:全天不休节假日不休

以下是茅台酒收购价格表品像好，不跑酒，53度包装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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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0年至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价格
2200至3200元/瓶

4000元/瓶
4200元/瓶
4400元/瓶
4600元/瓶
5300元/瓶
5400元/瓶
6300元/瓶
6400元/瓶
6500元/瓶
7600元/瓶
7700元/瓶
7800元/瓶
9500元/瓶
10400元/瓶
10900元/瓶
11400元/瓶
12700元/瓶

年份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1980年
1979年-1970年
1973年-1970年
1969年-1960年

价格
20700元/瓶
21200元/瓶
21700元/瓶
22200元/瓶
22700元/瓶
23200元/瓶
27700元/瓶
28200元/瓶
28700元/瓶
30700元/瓶
31200元/瓶
31700元/瓶
32200元/瓶
32500元/瓶

33200-33700元/瓶
40700-60700元/瓶

110700-210700元/瓶
220700-500700元/瓶

活动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32号同仁路交叉口文翔大厦星程酒店电梯五楼5001室
公交可乘2路18路22路34路35路41路46路58路80路102路k3路乘坐公交到纸坊街下

联系人13752760910刘先生15256817797郭先生

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
报名参加旅游活动，在很多人眼里是比较

“省事儿”的选择，但实则缺乏保障，容易中
招。有专家表示，线上销售旅游产品是一
种发展趋势，有关部门要加以规范、加强监
管，旅游企业应坚守品质，消费者需保持警
惕、理性消费。

参加微信公众号组织的旅游活动，被
安排进入未开放地区游览、不穿救生衣就
坐船；通过抖音报名参加低价游，旅行社承
诺全程无自费，行程中导游却强制游客参
加自费项目；预订网络“旅游攻略”里的旅
游产品，不想却进了一个“黑旅游团”……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未经许
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行动，严查“不
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目前公
布了三批专项整治行动指导案例。记者从
中梳理发现，多个案例涉及社交网络平台。

报名方便，缺乏保障
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

报名参加旅游活动，在很多人眼里是比较
“省事儿”的选择，但实则缺乏保障，容易中
招。

2020 年 8 月，河北省保定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接到游客张女士举报，师某通过
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旅游线路产品，招徕、组
织24名游客参加“青海邂逅柴达木之行”半
自驾游活动。在旅游行程中，组织者安排
游客到未开放地区游览、在未穿救生衣的
情况下乘坐船只，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师
某未办理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被依法查处。

经手过类似案例的执法人员表示，未
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而组织的旅游
活动，意味着组织者未缴纳旅游服务质量
保证金，没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与游
客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甚至所用车辆可
能也没有安全保证，一旦发生问题，游客大
多取证难、维权难。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某些“旅游攻略”同
样可能给游客“挖坑”，且更具迷惑性。一
名游客在搜索引擎中看到一篇“旅游攻
略”，其中包含了旅行社联系方式，于是联
系预订了旅游行程，却不料参加的是一个

“黑旅游团”，这是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执法人员查处的一个案例。
该攻略以普通旅游者的口吻介绍旅游玩
法，并在其中提到两位旅游客服的联系方
式和微信号。经查，该企业未办理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客服人员会将游客分发
给不同的地接旅行社。

记者了解到，此类案例当事企业多数
为空壳公司，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注册网络
账号，发布含有诱导内容的旅游攻略广
告。这种模式存在多个“买客卖客”环节，
旅游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已经被多次
转手，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未经许可“直播带货”旅游产品
记者梳理指导案例发现，过去大多通

过散发小广告街头揽客的不合理低价游，
现在把“阵地”扩大到各种社交网络平台。

一名刘姓游客投诉，其一行2人通过抖
音报名参加哈尔滨双人双飞五日游，团费
共999元。旅行社承诺全程无自费，且承担
往返机票费用。但是旅游行程中，导游未

经游客同意增加购物场所，并且强制游客
参加2000元每人的自费项目。经旅游投诉
处理机构调解，双方达成和解，旅行社同意
赔偿游客每人2000元。旅行社的违法行为
另行“诉转案”立案查处。

“直播带货”旅游产品也需警惕。江苏
无锡走着瞧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抖音等平
台，以“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贵州黔行走
着瞧6天5晚”等包价旅游产品，无锡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向平台技术
方发函协查等方式取得了证据，案件查办
历时5个月。

很多老年游客生活节俭，旅游经验少，
又喜欢刷短视频平台，他们是不合理低价
游的主要“踩坑者”。通过各地案例可看
出，老年游客尤其要警惕这些类型的旅游
产品：以“健身舞比赛”“广场舞大赛”“红歌
大赛”等名义组织的低价游，以“政府补贴”
为名组织的低价游；收取押金的“零团费”
旅游、途中补收团费的“零团费”旅游；购买
电器赠送旅游、充值购物卡赠送旅游、办理
会员卡赠送旅游、购物满额赠送旅游等。

这类型的旅游团，以“特价”“零团费”
来诱骗游客参团，在旅游过程中，导游可能
会以各种理由诱导或变相强迫游客参加高
额的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并通过增加购物
次数，延长购物时间，诱导或强迫游客购物
来获利。

看资质、签合同、对公转账
“线上销售旅游产品是一种发展趋势，

有关部门要加以规范、加强监管，旅游企业
应坚守品质，消费者需保持警惕、理性消
费，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旅游市场才会变得
更加有序。”无锡市旅游业协会会长王洁平
表示。销售旅游产品的电商平台、社交媒
体平台需要对平台内容加强监管；另一方
面，游客被坑了之后也要及时投诉，维护自
身权益。

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高宏认
为，各类微信群、QQ群为一些个人或企业
非法组织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同时因为
更加具有隐蔽性，加大了监管难度。监管
部门应该积极使用新兴技术，加大线上监
督和打击力度，正规旅行社也应重视和加
强线上业务，建立社交群和粉丝群，适应新
的消费方式。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建议：
对于在网络上完成的旅游产品交易，务必
看资质、签合同、对公转账。在报名、缴款
和签订旅游合同前，务必查验所选择的产
品是不是出自正规旅行社，服务方是否持
有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和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购买产品时
一定要签订正规、签章齐全的旅游合同，
合同要明确细节和双方权利义务，对于模
糊不清、表述不明的条款，要在补充约定
中注明真实意图；要对公付款，款项要汇
入旅行社的对公账户，尽量避免汇入销售
人员的个人账户，不要以“发红包”的方式
支付团款，交付团款后索要发票，切勿听
信“上车签约”“上车付款”或只能开收据
之类的说法。

本报综合消息

社交平台报名旅游社交平台报名旅游，，省事但不省心省事但不省心

“中国猪肉价格暴跌，全球生猪市场恐
慌！”德国媒体23日报道称，中国猪肉价格正在
经历断崖式下跌，引发欧美等对华猪肉出口大
户的持续关注。中国猪肉价格下跌也让大豆、
玉米等饲料行业面临下行趋势。但多名专家
对记者表示，下半年市场需求转旺，猪肉价格
或迎来反弹，行业困境将得到一定纾解。

养猪企业养猪企业：：肉价还得跌肉价还得跌

根据中国生猪预警网监测的数据，6月23
日全国瘦肉型猪出栏均价13.01元/公斤，较去
年同期的34.14元/公斤下跌21.13元/公斤，同
比跌幅61.89%。位于河北保定的汉唐牧业经
理康先生23日告诉记者，从今年年初开始猪肉
价格慢慢下跌，三四月份加速，五月中下旬突
然跌破行业成本价。价格下跌之快让康先生
有些瞠目。“三四月份价格下来得有些出乎意
料，到五月份的时候，就跌破了我们的成本
价，”康先生告诉记者，汉唐牧业是能繁母猪存
栏1.5万头的中型生猪养殖企业，每公斤生猪
成本为15元左右。

采访中，业内普遍认为，生猪价格仍将继续
下跌。康先生预计，未来大概率跌破12元/公
斤。国内上市公司中，除了牧源股份外，其他养
猪企业利润均出现明显缩水甚至是大幅亏损。

进口猪肉价格下半年或下跌进口猪肉价格下半年或下跌

市场供过于求是生猪价格持续下跌最重
要的原因。中国畜牧业协会20日在一则声明
中阐述三点原因：一是2019年末以来，中国生
猪产能持续恢复，供应增强；二是多因素作用
下，市场需求偏弱，猪肉消费减少；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一些养殖户纷纷加入二次育肥大军，在
4月份猪肉价格下跌时，进行“踩踏式抛售”，导
致价格急速下坠。

康先生告诉记者，近两年的较好行情使得
养殖业纷纷扩大产能，非洲猪瘟给行业带来的
影响也在迅速衰减。另外，因为猪肉价格高位
运行，国家加大了猪肉进口量，使得市面猪肉
供应充足。

但中国肉价下跌也使得对华出口猪肉的
欧盟国家陷入恐慌。“中国价格下跌的影响可
以在全球范围内感受到，”德国最大肉类加工
企业通内斯说。

中国生猪价格的大幅下跌使许多国家的
价格承受巨大压力。德国本周猪肉宰杀价格
已经从上周每公斤1.57欧元降至1.48欧元，近
期已出现多次下跌。西班牙、丹麦等国担心，
随着中国国内猪肉价格下跌，欧盟出口猪肉价
格也将明显下跌，而且也会导致欧盟内部猪肉
价格下跌，影响利润。业内人士称，欧洲猪肉
市场依赖中国，价格下跌趋势可能将在下半年
明显出现。此外，在生猪生产链上的大豆、玉
米等饲料行业，也出现价格下跌趋势，对巴西、
阿根廷和美国等大豆出口国影响巨大。

何时迎来反弹何时迎来反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王祖力23日告诉记者，根据往年的经
验，一个猪周期为4年，目前正处于本周期价格
下跌阶段的中间。“我感觉下半年猪肉价格可
能会有反弹，但反弹力度难言乐观，整个行业
的大势需要到明年才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
断”。

王祖力认为，中国猪肉价格剧烈下跌后，
与外国进口猪肉相比，国内猪肉价格优势已凸
显，这将减少进口商从西班牙、德国、丹麦以及
美国、巴西等国进口猪肉的积极性。另外，王
祖力认为，国家应该适时进行猪肉收储工作，
以调节市场供需平衡，起码从信心和市场情绪
上改善养殖环境目前的低迷状态。

猪肉价格低点目前仍不可预测，康先生认
为，生猪价在今年中秋节前后可能会出现反
弹。不过，王祖力认为，与历史上猪周期相比，
目前底部状态尚不算太“出格”。中国生猪预
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认为，预计短期内猪肉
价格仍相对疲软，但半月或一个月后，价格或
现拐点。他提醒生猪养殖企业不要恐慌性抛
售，也不要过度压栏，应适时择机正常出栏。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猪肉价格大跌引连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