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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成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监督和反垄断局的要求，上海市物
价局日前对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
及老凤祥银楼、老庙、亚一、城隍珠
宝、天宝龙凤五家金店的价格垄断行
为做出了罚款总金额 １０５９．３７ 万元的
处罚决定。 它们是如何垄断价格的？
协会及部分金店的违法行为历时多
年，为何于近日才被查处？ 记者 １２日
就此采访了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负
责人。

这位负责人说，经查，该协会分
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０ 年 ２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多次组织具有竞争关系的会员
单位商议制定《上海黄金饰品行业黄
金、铂金饰品价格自律实施细则》，约

定了黄、铂金饰品零售价格的测算方
式、测算公式和定价浮动幅度。

上海执法人员依照《价格自律细
则》中规定的测算公式及浮动范围制
作了黄、铂金饰品零售测算价格及浮
动范围表，经测算比对，老凤祥银楼、
老庙、亚一、城隍珠宝、天宝龙凤五家
金店黄、铂金饰品零售牌价全部落在
测算公式规定的浮动范围内，并且调
价时间、 调价幅度以及牌价高度一
致。 五家金店操纵了黄、铂金饰品价
格，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这位负责人说，《反垄断法》第十
六条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
的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禁止的垄
断行为。 鉴于行业协会在组织各金店
达成、实施垄断协议中起到了主导作
用，情节较重，社会影响较大，依法对

其处以最高 ５０万元罚款。
老凤祥银楼、老庙、亚一、城隍珠

宝、天宝龙凤五家金店违反了《反垄
断法》第十三条关于禁止具有竞争关
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
价格的垄断协议的规定。 考虑到五家
金店在调查前已主动停止了违法行
为， 在调查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并
承诺整改，依法对其处以上一年度相
关销售额 １％的罚款。

这位负责人说，由于经济生活的
复杂性，反垄断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
强，取证难度大，反垄断执法机构也
需要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提高反垄
断执法能力， 才能有效开展执法工
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我局一直密
切关注上海黄金饰品行业的价格行
为。 根据投诉举报线索，经过深入调

查核实，执法人员于近日掌握充分确
凿的证据后才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举报。 ”

“我们欢迎公众通过拨打 １２３５８
价格举报热线等形式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提供案件线索。 ”发展改革委
反垄断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十三家企业
向执法机关递交了《自认报告》，但执
法部门只处罚了五家企业。 对此，发
展改革委表示，执法机关对提取到的
所有证据材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
析，并对所有被查企业的黄铂金饰品
价格进行了测算比对，证实该五家企
业在协会组织的会长会议上商议《价
格自律细则》，并在会后遵照实施，因
此依法对该五家企业做出了处罚决
定。

“制度性”操纵金价多年
老凤祥等五商户受罚千万

近日， 环保部公布了 2013 年 6
月份及上半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结果
显示，京津冀空气质量仍最差，PM2.5
平均超标率最大日均值出现在北京，
超标 2.8倍。环保部相关负责人指出，
污染物排放量大是影响空气质量的

根本原因，燃煤、机动车、工业、建筑
和交通扬尘是主要的排放源。

如何有效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
空气污染？对此,兰州斯氏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斯养武在其向媒体公
开的《关于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
的建议书》中开出了六字药方———煤
改电，油改气。

斯养武表示，首先，煤改电，就是

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 发展清洁
能源，一是风电，二是光电，还有空
电（空气发电），把所有用煤企业改
为用电， 以保证煤改电有足够的电
力来支撑。 其次，油改气，就是把汽
车燃油变为燃气。 目前京津冀地区
拥有汽车 1000 多万辆， 如果把汽车
的用油改为用气， 不是每台车都改
用天然气， 是依靠汽车本身的动力

把汽油变为气体驱动， 这样汽车污
染可降低 60%。

对于未来， 斯养武充满信心，他
说，先控制两大污染源，五年内京津
冀地区空气质量好于日本标准是很
有希望的（日本是每立方米 35 微
克）。“只要我们认真做好防治，三五
年以后就会有蓝天白云，这就是我们
企业的企盼。 ”

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建议书发布
高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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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的北京奥凯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在
北京举行挂牌仪式。 其中，奥凯立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1年 3月，
是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油田化学剂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业务。 公司拥有钻井液助剂产品评价
国家认可实验室和固井水泥浆助剂产品评价国家认可实验室，
公司产品技术及产品体系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洪安）

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 日前在北
京发布全球首个以业务和用户体验为中心的敏捷网络架构及
全球首款敏捷交换机 S12700，旨在满足云计算、BYOD 移动办
公、SDN（软件定义网络）、物联网、多业务以及大数据等新应
用对更高可靠、大带宽、更大规模以太网的要求。 华为首次将
SDN引入园区网络，让网络更敏捷地为业务服务，新一代敏捷
交换机 S12700，可以支持网络部署管理自动化、全网协同安
全、灵活支持业务多变、全网可编程等功能。

近期，华泰汽车推出的宝利格以其丰富的高科技配置和过
硬的产品力以及 11.97万起的实惠价格， 受到消费者的热烈追
捧，成为自主中高端 SUV车型中的佼佼者。 为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华泰汽车不断在 SUV市场发力，相继推出宝利格智汇
版、智尊版、智锐版等车型。宝利格拥有同级最主流的丰富配置，
全系装有多功能真皮方向盘、智能语音导航、定速巡航等多项
智能豪华配置。 宝利格自动挡搭载源自德国 ZF技术的欧意德
自动变速器，支持平顺的动力输出，轻松适应各种驾驶路况。

日前，2013金立·腾讯视频战略合作发布会，暨大型自制
剧《快乐 ELIFE》开机仪式在北京盛大举行。 双方宣布，金立集
团与腾讯视频达成战略合作， 以两千万冠名支持大型自制剧
《快乐 ELIFE》，打造中国最大规模网络自制剧营销推广合作。
在线视频作为互联网第一大应用，无论是用户覆盖率，还是精
准投放与营销效果上，都是最具竞争力的平台。

8 月 4 日， 由百威英博集团和保定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3百威英博保定国际风情啤酒节” 在河北保定正式开幕。
开幕式根据啤酒节的主题分为：时尚篇、潮流篇和动感篇三个
篇章，主办方邀请了以李代沫为首的演艺明星参加。 明星与观
众激情互动，啤酒与美食交相辉映，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人们直
至深夜也久久不愿散去。开幕式当天，主办方还透露，坐落在保
定清苑的百威英博啤酒工厂建厂活动已在紧密地筹备中。

8月 6 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新闻发
布会在北京河南大厦举行。 据了解， 此次农洽会将于 9 月 6
日—8日在驻马店市召开。 据河南省副省长王铁介绍，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以农产品加
工为主题的盛会， 为农业和工业的有机结合搭建了重要的平
台，为实现农业的转化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河南省对
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为推进中原经济区建
设，加快中原崛起作出了贡献。 （江丞华）

近年来，多芬致力于为每位女性度身订制秀发损伤理护方案，帮助她们实
现秀发“零损伤”的梦想。 多芬不断研发出适合中国女性发质和使用习惯的秀
发理护产品，引领了高端护发产品的发展潮流。 其明星产品发膜精华护发素，更
是以行业内首创的独特配方， 结合了精华素的快速渗透与发膜的卓效滋养，补
充秀发流失营养， 满足了在快节奏的生活下消费者对秀发便捷周到的理护需
求，使得多芬在秀发损伤领域的权威专家形象再次得到了巩固。

近日，屈臣氏会员卡再推多面体乐活行动：Go Local！ 屈臣氏 Style北京范儿！
第一重活动是甜品激活美人儿魅力。准备多款甜品优惠活动。第二重活动是“灭火
器”帮你爱“面子”。 富含维生素 B2的酸梅汤、冰镇后的苦瓜能够果断平息焦虑之
火。 第三重活动是吃筋头巴脑儿练就紧致小脸儿。 猪蹄儿、板筋、凤爪等食品的高
频率咀嚼成就面部形体操。 第四重活动是美颜琼浆玉液新发现。 屈臣氏骨胶原滋
养系列蕴含德国深海鱼骨胶原成分，为肌肤补充水分、增加肌肤锁水能力。

连日来， 陶二矿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贯彻集团公司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以
上半年顺利实现“双过半”为契机，打响了下半年任务目标攻坚战。 各生产区队
开展了“夺旗争星、安全生产、再创佳绩”劳动竞赛，坚决落实安全目标、生产目
标、经营目标“三个目标”。 同时，深入实施精煤战略，发挥重介洗煤优势、浮选车
间效能，精煤产量每月力争达到 5 万吨以上、浮选精煤达到 1 万吨以上，力争多
洗煤、多出块、多创效。 （柴顺利 王小平）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工会今年的“金秋助学”活动，早动手、早谋划、
早安排，让每一名困难职工子女都享受到“金秋助学”待遇。 出台了《关于救助困
难职工子女上大学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资助范围、资助对象。 同时，矿工会组织
人员深入到困难贫困户家中，并按规定时间报请集团公司工会进行审核。 据统
计，郭二庄矿 2006 年至 2012 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共资助困难职工子女 40
人，资助金额 10万余元。 （杨建民 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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