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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袁市民在
合肥城隍
庙市场选
购新年饰
品遥

元 旦
假期袁安徽
省合肥市
城隍庙市
场上琳琅
满目的年
画尧红灯笼
等新年饰
品吸引众
多市民选
购遥
张端摄

有资料显示袁春节前的猪市是一个野涨冶字浴
猪价在去年 12月 8日左右开始回升袁 国外三元
猪的价格也从当时每斤 14.06 元降至目前每斤
13.60元遥 目前有稳定的迹象袁截至去年 12月 26
日袁上海尧山东尧福建等 10个省市已实现大规模
增长遥 在这里袁对生猪市场调整的大胆预测已经
基本结束袁春节期间袁猪肉价格应该上涨遥
一尧进入 2018年 12月以来猪价回调的主要

原因袁一是生猪市场供过于求袁一些大型养殖企
业袁如温氏食品尧正邦科技等大型养殖企业袁扩大
了春节猪出栏计划袁东北地区因前期于以往的压
力棒投入市场袁市场压力很大遥第二个原因是袁猪
肉出口量增加袁部分屠宰企业降价收入袁对猪肉
价格产生负面影响遥 三是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袁
去年 12月袁发生了多起猪瘟病例袁导致一些农民
惊慌失措袁纷纷抛售遥 目前袁若干因素已趋于平
缓袁对后代的影响已逐渐减弱袁基本满足了市场
停止下跌尧稳定上涨的条件遥

二尧从猪市的短期来看袁春节前应该是猪价
上涨的主要阶段袁春节过后袁由于气候逐渐变暖袁
人们的饮食趋于清淡袁 对节日的消费也逐渐消
失袁春节过后到 2019年 6月袁猪肉价格回调的可
能性更大袁但是回调的空间很小遥
三尧从中长期来看袁生猪市场还是比较有前

途的袁预计从 7月份起袁生猪市场将发生强烈动
荡袁并开始新一轮的上涨行情袁支撑猪价上涨的
主要因素是院一是猪场数量的减少袁在 2018 年袁
整个年份是一个逐步淘汰生产能力的过程遥年初
猪价下跌袁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导致一些农民离
开了市场遥到八月份袁当猪瘟发生时袁养猪场必须
降低屠宰的风险袁降低修筑围栏的意愿袁甚至清
除一些猪遥据了解袁与去年同期相比袁现存活猪总
数减少了 2.9%袁能育母猪数量减少了 6.9%遥 这个
数据有扩大的趋势遥 预计今年下半年袁猪肉标签
数量将大幅减少袁这将对猪肉价格的回升起到重
要的支持作用遥二是有效控制非洲的瘟疫遥目前袁
全国共有 23个省出现商业疫情袁90多个疫点遥经
过科学的防治袁吉林省尧辽宁省和安徽省三省已
经解除了禁令遥 随着疫情好转袁生猪南北运输逐
步恢复袁对猪市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遥 三是由
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遥 预计 2020年初的转折
点可能会提前到今年的六七月份遥

张生

元旦春节旅游旺季日益临近袁
三亚对市场整治力度也开始升级遥
近日袁三亚召开专题会议袁研究部
署 2019年元旦春节暨旅游旺季综
合整治工作袁要求联合野大三亚旅
游圈冶执法部门袁严厉打击不合理
低价游袁对存在野零负团费冶尧野低价
游冶现象严格执法袁一经查实袁实行
一次性死亡遥

三亚市旅游委还将对组织野不
合理低价游冶尧 强迫和变相强迫消
费尧违反旅游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监管和查处; 联合相关部门组
织查处野黑社冶尧野黑导冶等非法经营
行为; 主动配合参与打击涉及旅游

行业的野黑车冶尧野黑店冶等非法经营
行为; 对涉及其他职能部门职责的
投诉及案件进行转办等; 还将协调
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在旅游景区尧旅
游交通站点等侵害旅游者权益的
违法犯罪团伙袁 及时查处强迫消
费尧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等遥

此外袁 三亚文体部门还将对
旅游演出尧 娱乐场所文化经营活
动等方面的投诉处理和案件进行
查处等;质检部门对旅游场所大型
游乐设施尧 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
实施安全监察袁 对涉及特种设备
安全的投诉举报及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调查处理等;价格主管部门对

旅游市场价格行为进行监管袁严
肃查处旅游行业经营者不执行政
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尧 不按规定
明码标价尧欺诈宰客尧低价倾销袁
以及达成垄断协议尧 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等问题遥

有业内专家指出袁旅游乱象的
整治袁不仅要在监管上着手袁还要
形成长效的监督管理体制遥 资深旅
游专家王兴斌还认为袁海南旅游业
的突破还要深掘本地文化袁形成地
方特色旅游产品袁但这需要较长时
间袁也需要精细化的投入和运营遥

关子辰

野外公家的茶叶滞销了袁 可以帮忙
买一点吗钥 冶被陌生野美女冶加好友一周
后袁田天渊化名冤收到了请他买茶叶的消
息遥 正准备为野朋友冶慷慨解囊之际袁一
次网上搜索让他突然意识到袁原来自己
也遭遇了典型的野卖茶叶冶骗局遥 最近几
年袁 不少犯罪团伙借口家人卖茶叶行
骗袁套路基本相似院加好友尧辞职回家尧
外公生病尧卖茶叶筹款噎噎

近日袁 甘肃定西警方破获一起以
野卖茶叶冶 为幌子的特大新型网络诈骗
案遥 无独有偶袁广州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也于同月批准逮捕了 3名通过微信野卖
茶叶冶行骗的犯罪嫌疑人遥

野终于开始卖茶叶了冶
今年 3月袁田天收到了一个微信昵

称为野苏苏冶的陌生人的好友申请袁头像
是一个美女照片遥 野苏苏冶说换手机卡时
看见通讯录上有田天的号码袁于是就加
了他遥 一开始田天并没有多想遥
聊天后袁野苏苏冶 开始向田天推荐和

分享自己最近读的书尧写的字袁跟他聊工
作状况和闲暇时间去哪儿玩等年轻人之
间会聊的事情遥

大概一周之后袁野苏苏冶开始跟田天

说起野她的外公冶遥
田天说院野她说和她外公打电话时

感觉老人的状态不对袁要回老家看看遥 冶
此后两人的聊天内容就集中在 野外公冶
的话题上袁诸如野带老人去检查身体尧给
老人洗脚以及讲述老人生活多么多么
辛苦之类的遥 冶不久袁野苏苏冶顺势提起袁
老人是种茶的袁 并开始向田天推销茶
叶遥

多日的交谈原本已经让田天放松了
警惕袁但对方提出的价格让他起了疑心袁
野一斤茶叶要一两千元冶遥 联想到此前听
说过的野卖茶叶冶骗局袁田天开始怀疑袁自
己会不会也遭遇相同的骗局钥野一听卖茶
叶就觉得不太对袁上网搜了一下袁发现关
于耶苏苏爷袁有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己从她
那儿买茶叶被骗遥 冶

甘肃警方破获野卖茶叶冶大案
最近几年以野卖茶叶冶为幌子行骗

的案子已经出现了多起遥 近日袁甘肃省
定西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野以添加微
信卖茶叶冶为幌子的特大新型网络诈骗
案袁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79名遥

据定西市公安局民警介绍袁6月 16
日甘肃警方已经将其中 51名嫌疑人从

福建泉州押送到甘肃兰州遥据介绍袁定西
警方最早接到报警是在 5月 21日遥彼时
定西市安定区一居民报案称袁 自己在网
上结识了一名女性网友袁 被对方以卖茶
叶为由骗走 4万余元遥

警方立案后调查发现袁该案是一起
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袁而且涉案数目
巨大袁仅涉及甘肃省的诈骗资金就高达
211万余元遥 涉案团伙将自己包装成正
规营销公司袁再安排员工以模特照片为
头像袁与野客户冶培养感情袁相处一段时
间后再以外公生病尧 帮老人卖茶等借
口袁向受害人高价出售茶叶遥 但实际上袁
受害人只能收到一份劣质茶叶遥 目前该
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遥

番禺检方公布野卖茶剧本冶
无独有偶袁6月 21日袁 广州市番禺

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官方网站披露了一起
野美少女微信卖茶叶冶的诈骗案件遥 该案
中袁三名犯罪嫌疑人为了野卖茶叶冶袁专门
花钱请了一名美女模特遥 在拍摄模特大
量生活尧工作照后袁几个人专门从网上购
买了一批加有数百名好友的微信号袁并
招募员工袁统一使用模特照片袁虚构出多
名经营茶叶的美女袁 以吸引陌生男子花

钱买茶遥
为了让骗局可信度更高袁团伙还专

门制定野十四天朋友圈冶的话术剧本袁内
容包括陪野客户冶聊天培养感情尧失联辞
职去茶山等袁不同阶段还有专门的朋友
圈晒图作为呼应遥

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介绍袁该团伙编
造的故事主要有三个版本遥 野一是遭遇
失恋后回到外公家帮忙炒茶袁 在炒茶
时受伤装可怜袁 博取对方的同情购买
茶叶袁此版本称耶爱心茶爷曰二是亲生母
亲去世了袁 与继母争母亲留下来的茶
庄经营权袁 同继母打赌自己 4 天内的
营业额达到人民币 3 万元即可继承茶
庄袁经过艰辛跑市场后袁谎称营业额还
差几千元袁 恳求对方购买袁 此版本称
耶茶庄茶爷曰三是在聊天的中期阶段袁编
造自己的生日袁耶撒娇卖萌爷 要求对方
送礼物尧发红包等袁该版本称耶生日爷遥 冶
正是通过这些野量身打造冶的故事袁该
团伙吸引多名男子上当袁 甚至成功将
一盒几十元的普通茶叶卖出 6000元的
天价遥

目前袁番禺区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该
团伙诈骗案中的三名主犯遥

孔令晗 王婧

春节生猪价格行情如何？

三亚部署春节旅游市场整治行动

多地出现“卖茶叶”网络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