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 2017年9月29日
编辑 朱传球13

令人看不明白的价格

目前，不少电商平台都销售3
两半 8只装售价 200多元的“阳澄
湖大闸蟹”，有些商家甚至打出“6
只99元”的“震撼价”。这些平均每
只 20多元甚至 10多元的大闸蟹
真的来自阳澄湖吗？

记者在南京、苏州等地的水
产市场和超市看到，商家都把大
闸蟹摆放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一
名水产批发商向记者兜售“阳澄
湖大闸蟹”，优惠价为 10只装 280
元。当记者问“能不能确保是阳澄
湖大闸蟹”时，卖家含糊其辞。

阳澄湖周边多位蟹农及蟹商
表示，从价格来看，这些大闸蟹不
太可能是来自阳澄湖的。据了解，
为优化水域生态环境，今年阳澄
湖网围养殖面积由 3.2万亩压缩
至 1.6万亩，今年价格上涨几成定
局。销售商赵旭告诉记者：“8只装
阳澄湖大闸蟹市场价至少要在五
六百元才能赚钱。”

“现在连‘洗澡’都省了”，
防伪锁扣监管不严

据记者调查，一个月来，仅淘
宝 10家网店，“阳澄湖大闸蟹”销
售量已达到187吨。苏州市农委副
主任马刚介绍，阳澄湖大闸蟹总
产量在1200吨左右，那么，市场上
明显销量多于产量的阳澄湖大闸
蟹来自何方？

记者在南京高淳、泰州兴化
等江苏重要河蟹产地看到，连日
来，外地运蟹车络绎不绝。在高淳
固城湖水产批发市场，大批改装
过的苏州牌照商务车早上六七点
钟即来运蟹。

21日，记者以选购礼品为由，

要求商家提供全套阳澄湖大闸蟹
包装及防伪锁扣。商家轻车熟路：

“包装盒每个 7 元，锁扣每个 1
元。”而此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
蟹防伪锁扣还没有发布。

“苏州市场上一半阳澄湖大
闸蟹的娘家在此。”市场多位商家
对此毫不避讳。苏州工业园区阳
澄湖半岛多位蟹农也坦言，“每家
只有10来亩水面，只能靠外运。”

高淳一位水产卖家表示，“过
去还把外地蟹运到阳澄湖‘洗个
澡’，现在连‘洗澡’都省了，直接
装箱上扣。高淳螃蟹 10只 200多
元，套上‘阳澄湖大闸蟹’的金字
招牌，价格翻两三倍很正常。”

还有蟹农告诉记者，一些蟹
商甚至把外地蟹、死蟹等与阳澄
湖大闸蟹掺杂出售，“现在八九成
以上销售通过电商渠道，一盒里
有一两只死蟹、坏蟹，不少人嫌生
鲜退换货麻烦，只能认了。”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
会秘书长胡建国介绍，阳澄湖大
闸蟹防伪锁扣由国家地理产品标
识办公室统一发放，每家蟹农一
亩养殖基地可领大约300个，每家
经销公司需根据收购数量领取，
今年预计发放1000万只左右。

有蟹农反映，防伪锁扣领回
来后，究竟套在哪只螃蟹上无人
监管。有的熟客买蟹不需要“戒
指”，一些经销商或蟹农就把富余
的防伪锁扣出售。

还有的防伪锁扣根本就是假
的。记者调查发现，今年的防伪锁
扣23日才正式发放，但几天前，一
些水产批发市场的“阳澄湖大闸
蟹”已经戴上了所谓的防伪锁扣。
记者拨打其中一枚上印刷的 400
验证电话，显示无法接通，发送手
机短信到指定号码，也发送失败。

一些不法商家以0.5元至1元

的价格批发出售假冒防伪锁扣，
有的甚至建立配套呼叫中心、电
话专线进行验证。一位蟹农说，

“有的商家提供一条龙服务，即使
拨打锁扣上的验货电话，语音会
告诉你这是正品。”

查处假冒难度大，提倡消
费者多元选择

记者调查发现，安徽、苏北等
地普通河蟹，收购价每只10多元，
穿上“阳澄湖大闸蟹”的外衣后，
赚几倍是常见的。“若营销噱头找
得好，或者有蟹庄、农家乐等餐
饮、旅游配套，利润更惊人。”一位
蟹商说。

一位业内人士说，阳澄湖大
闸蟹行业协会和阳澄湖大闸蟹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均无执法权。苏州也查处过大
量制造仿冒大闸蟹保护标志的商
户，但缺乏相关法律条例，当事人
仅被拘留了几天。

目前，线上线下那么多销售
阳澄湖大闸蟹的店铺，如何选择？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相
关人士表示，消费者可先在协会
官网查询其是否为会员单位。其
次，通过质监部门官网查询其是
否具有地理标志使用权，两者同
时满足则基本可以放心购买。

近年来，我国多地均开始进
行大量河蟹养殖，并打造区域品
牌，走向全国市场。以江苏为例，
除阳澄湖大闸蟹外，太湖蟹、固城
湖蟹、大纵湖蟹等亦逐渐进入消
费者视野。一些业内人士建议，随
着优质农产品供给侧改革的深
入，宜理性消费，多元选择，不必
一味盲目跟风。

据新华社

23日正式开捕

市场上阳澄湖大闸蟹有多少是真的
阳澄湖大闸蟹23日开捕上市。为防止每年都出现的假冒问题，保护品牌，苏州市质

监局向经过认证的养殖户及经销商发放大闸蟹防伪锁扣，俗称“戒指”。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保护正规品牌的举措正产生积极效果，假冒名

牌问题有所减少。但另一方面，还有少数商贩仍在千方百计让外地大闸蟹穿上“阳澄
湖”的“马甲”，乘机提高销量和价格。

新华社华盛顿9月27日电
美国和欧洲两个引力波项目组
27日宣布，两个项目下属的 3
个探测器首次共同探测到引力
波，这也是科学家第四次探测
到这种“时空涟漪”。

引力波由黑洞等天体在碰
撞过程中产生，可把它想象成
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100
多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直
到2015年才首次获得证实。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
文台”（LIGO） 和欧洲“处女
座”（Virgo）引力波探测器两个
项目组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最新的引力波信号于今年 8月
14 日被探测到，与前 3 次类
似，均由双黑洞合并产生。

声明说，这两个黑洞距离
地球约 18亿光年，合并前的质
量分别相当于 31 个和 25 个太
阳，合并后的总质量相当于 53
个太阳，约 3个太阳的质量转
变成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释
放。这一发现将以论文形式发

表在美国 《物理学评论通讯》
上。

美国项目组的两个引力波
探 测 器 此 前 于 2015 年 9 月 、
2015 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先后 3
次探测到引力波。处女座探测
器位于意大利比萨，项目组由
20个欧洲研究团队的 280多名
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今年8
月1日，探测器经多年升级后上
线，结果两周后就与美国探测
器共同探测到引力波信号。

美国引力波项目资助方、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弗朗
斯·科尔多瓦在一份声明中
说，相隔万里的探测器首次共
同探测到引力波，这对旨在破
解宇宙奥秘的国际科学探索是
一个“令人激动的里程碑”。

LIGO项目发言人、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的戴维·休梅克介
绍说，技术升级将使LIGO探测
器更加灵敏，在定于 2018年秋
季开展的下一次观测中，“我们
预计每周甚至能更频繁地获得
这样的探测结果”。

新华社莫斯科9月27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7日通过视频
连线向位于乌德穆尔特共和国
的销毁工厂下达销毁最后一批
库存化学武器的指令，至此俄
罗斯所有库存化学武器已全部
销毁。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
京当天在化学武器销毁工作结
束后说，自苏联时期起，俄罗斯
就拥有大量化武库存，专家称这

些化武足以多次毁灭地球上的
生物。现在，俄罗斯已经销毁所
有库存化武，完成了《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中最主要的任务，这
对促进世界向更安全、更平衡方
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 1993年签署《禁止
化学武器公约》，1997年《禁止
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根
据相关要求，俄罗斯应全部销
毁近4万吨库存化学武器。

欧美探测器
首次共同探测到引力波

俄罗斯销毁全部库存化学武器

售房
▲售好门面，位于神火大道天
宇大酒店北邻，116万元，可
分期（不要利息）。纯一层，有
证面积78m2。
15537059821
▲商丘市梁园新区区委旁土地
局家属院 8楼，144m2，双气，
2800元/m2。13037511771
▲售商丘木石苑小区 3 楼，
131m2，配房 40m2，水、电、
暖齐全。13503709698

▲急售商丘市睢阳大道与珠江
东路交会处西南角“合谐新天
地”小区内 15楼，148m2,三室
两厅，毛坯，一梯两户，南北
通透，户型合理，配套齐全，
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康先生15637097128
▲出售门面房一间，九龙广
场 手 机 店 铺 ， 纯 一 层 ，
70m2，年租金 35 万元，价格
面议。15037077399
▲睢阳区中州路与长江路交叉
口文苑小区 A 栋 4 楼东户，
140m2，水电暖齐全，价格面

议。13603700199
▲售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一期
33 栋商铺一间，38m2，30 万
元。13103901766

租房
▲出租八一路与凯旋路交会处
东南角华坤名都，小户型约
50m2 （ 两 套 相 邻 2011、
2012），精装修，向阳，适宜办
公、居住，价格面议。
13700706216 13837023061
▲出租睢阳大道中意建材对面

外国语中学家属院 1楼，三室
两厅，138m2，简装，有地下
室、停车位。13503408036
▲出租商丘市检察院家属院 2
楼，120m2，水、电齐全，拎包
入住。15660080216
▲出租府前花园精装房， 4
楼 ， 160m2， 水 、 电 、 气 、
暖、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
住，办公优先，价格面议。
15937007898 18837038898
▲租独院，大润发归德小区向
西 100米，两层带院，水、电
齐全。18937019199

13937066238
▲招租商丘示范区黄金地段木
兰大道与商都大道交叉口西南
角，机修车间面积 3000m2，可同
时维修大型货车、轿车等，有意
招租者面议。13703420609
▲出租商丘市文化路与中州路
交叉口北 300米，工会路新房
独 院 ， 面 积 400m2， 简 装 ，
水、电齐全，交通便利，可做
公司、仓库等。15090600641
▲出租步行街北头市一中家属
院 3 楼，三室两厅，对外出
租，水、电、燃气、热水器齐

全，拎包入住。 15637005028
▲工贸路与归德路交叉口向东
100米路南门面房出租，面积
1000m2，水、电齐全，毛坯
房，框架两层。13903709189
▲出租火车站红绿灯西北角临
街门面一间，纯一层，180m2。
13271088977
▲标准化厂房出租，4000m2，
水、电、办公室齐全。
13137013038 朱经理
▲凯旋商城临街黄金商铺出租，
面积100m2。188370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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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热线：

宋 晨 13592345321
关金杰 15539056581

分类广告

物业小区、单位、学校、医院、酒店化粪
池抽污，油、污水管网高压清洗疏通，马桶、
下水道疏通，承接管网、化粪池安装施工。

电话：2020993 手机：13837017178

宏达疏通公司

地址：中意建材市场院内格力空调专卖店
（香君路西南门进向北50米路西）

电话：0370-3398686
18603701969（微信同号）

经营范围：格力空调、格力中央空
调、新风系统、水处理全屋净化系
统、中央空调清洗保养。

商丘格力中央空调
（商丘诚信电器）

买格力价更优 中意建材找老周

售丽晶大酒店斜对面有线电视
台家属院住房一套，6楼，120m2，三
室两厅，天然气、水、电齐全。

电话：18537087827
13700703688

租售房
商丘市平安花园幼儿园招

募合作伙伴，详情请面谈。

联系方式：15537039331

18737016166

招募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