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女警

开跑车巡街引质疑

回应：属特殊勤务用车

据新华网消息 四川西昌市

交警大队女子中队日前亮相市区，

网友一片哗然， 有人指责她们为

“花 瓶 ”， 她 们 的 座 驾———标 致

308CC 白色跑车， 更是引来质疑：

“巡逻需要用进口跑车吗？ ”

3 月 19 日下午，西昌市交警大

队教导员李军介绍：“两辆跑车作

为特殊勤务用车，仅供女子中队使

用，不会用于接待等其他事项。 ”

3 月 19 日下午，西昌市政务中

心副主任汪玉辉介绍，两辆跑车型

号均为标致 308CC，采购价格每辆

为 34.4 万元。“采购车辆，必须有交

警队的购车申请表，相关部门的批

示， 西昌市车管办出具的购车文

件，西昌市纪委监察局党风廉政办

公室的通知，西昌交警大队的采购

委托书并附上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采购计划表等。 ”汪玉辉说，所有

程序合法、手续齐全后，他们按照

相关规定，以询价的方式，最终选

定德阳的一家供货商。

2807个政府网站 去年遭篡改

网银用户成攻击主要目标

据法制晚报消息 2011 年我国大陆被

篡改的政府网站为 2807 个，比 2010 年大幅

下降 39.4%。 另外，2011 年，我国遭受境外网

络攻击持续增多，境外攻击来源于美国的居

首。

记 者 19 日 从 国 家 互 联 网 应 急 中 心

（CNCERT） 举行的 2011 年互联网网络安

全态势报告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基础网络防

护水平明显提升，政府网站安全事件显著减

少。 其中，2011 年我国大陆被篡改的政府网

站数量较 2010 年下降 39.4%。

据 CNCERT 监测，2011 年我国大陆被

篡改的政府网站为 2807 个。其中，国务院部

门门户网站存在低级别安全风险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60%降低为 50%。

网银用户成攻击主要目标

报告指出，2011 年我国互联网基础网

络防护能力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 2011 年，

我国遭受了更为严重复杂的境外网络攻击，

网络银行和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受到的威胁

显著上升，恶意程序引发的手机安全事件呈

多发态势。

报告指出， 网上银行面临的钓鱼威胁、

手机恶意程序、应用软件漏洞、工业控制系

统安全事件等呈增长态势，其中网银用户已

成为黑客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2011 年初， 全国范围大面积地爆发了

假冒中国银行网银口令卡升级的骗局。

据 CNCERT 监测，2011 年， 针对网银

用户名和密码 、 网银口令卡的网银大盗 、

Zeus 等恶意程序， 较往年更加活跃 ，3 月

~12 月发现针对我国网银的钓鱼网站域名

3800 多个。 CNCERT 全年接到网络钓鱼事

件举报 5400 多件，较 2010 年增长近 2.5 倍。

境外攻击来源美国居首

同时 ，报告指出，2011 年，我国遭受境

外网络攻击持续增多，境外有近 4.7 万个 IP

地址作为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

我国境内近 890 万台主机， 比 2010 年控制

主机数增长近 1 倍， 其中美国以 9500 多个

IP 地址控制我国境内近 885 万台主机，高居

榜首。

网站安全方面， 境外 1.18 万多个 IP 通

过植入后门， 对境内近 1.06 万个网站实施

远程控制，其中，美国有 3300 多个 IP（约占

28%）控制境内 3400 多家网站，位居第一。

仿 冒 境 内 银 行 网 站 的 服 务 器 IP 有

95.8%位于境外， 美国仍然排首位———共有

480 多个 IP（约占 72%）仿冒境内近 3000 个

银行网站站点。

■

相关

2012 年网络安全关注热点

一是网站信息失窃及其导致的问题可

能更为严重。 由于很多社交网站、论坛等安

全性差，用户信息极易被盗，并可能导致更

为严重的财产损失。

二是智能终端将成为黑客攻击的重点

目标。

三是针对网上银行、证券机构和第三方

支付的攻击将急剧增加， 可能集网络钓鱼、

网银恶意程序和信息窃取等多种攻击方式

为一体，实施更具威胁的攻击。

四是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IPv6 网

络安全、无线网安全和云计算系统及数据安

全等方面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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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万元！

一瓶泸州老窖定制酒顶一套房

一问

“高端定制”真的这么稀缺吗？

据了解 ， 泸州老窖此次推出的国窖

1573“叁 60”VIP 顶级奢侈高端定制白酒，每

瓶售价 336666 元，3 公斤装，刷新了中国高

端定制白酒的单价纪录。

泸州老窖集团董事长张良在推介中自

称， 国窖 1573 具备奢侈品必须具备的稀缺

性和历史渊源这两大元素，而国窖“高端定

制酒”是最具奢侈品潜质的中国白酒品牌。

然而，自 2008 年推出“高端定制酒”概

念以来，国窖 1573 先后推出了“定制壹号”、

“国礼”、“国花”等系列产品。

事实上，泸州老窖还只是“高端定制酒”

市场的后来者，此前，茅台、五粮液均连年推

出各类“高端定制酒”产品，如“世博茅台纪

念酒”、“茅台 12 生肖酒”等。

不光白酒，国产葡萄酒也同样热衷套用

“高端定制”概念，如张裕、长城等都先后推

出过多款高端定制葡萄酒。

与发布“叁 60”的高调形成鲜明对比，

泸州老窖方拒不透露本次发行数量与合作

方，其广东大区经理为了回避记者的问题甚

至不惜谎称“我根本不从事白酒行业，除了

喝泸州老窖，跟这公司没有工作关系”。记者

从获悉，泸州老窖称“目前已有不少用户订

购，但以个人隐私为由拒绝透露具体信息”。

二问

高档白酒真可以成收藏品吗？

据熟悉泸州老窖的业内人士透露，“叁

60” 等高端定制白酒的定位不是消费品，而

是收藏品，主要针对的群体是收藏爱好者和

投资者。

四川著名白酒专家铁犁表示，收藏品和

奢侈品还存在一定区别，一般我们认为的奢

侈品大多数都是消费品，比如你买了 LV 的

包会拿它装东西背出门使用，收藏品却是藏

在家里轻易不拿出门也不进行消费的，奢侈

品最终大多被用掉了，而收藏的目的在于保

值增值。 所以收藏级的白酒不是奢侈品。

“一两千元的白酒被一些高端消费者买

来喝，可以说是奢侈品，这一块市场目前已

初步成熟，万元以上的白酒消费市场正开始

形成， 现在国内的天价白酒基本都是走投

资、收藏市场的。 ”铁犁说。

三问

白酒收藏的风险你知道吗？

不过，是投资就有风险。 连天价专业户

茅台也在去年 2 月底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拍

卖会上破了 100%成交的不败神话 ， 那瓶

1955 年出厂的茅台“酒王”因为起拍价高达

126.3 万元，结果无人应价尴尬流拍。

正值“叁 60”上市发布前夕 ，半年前在

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平台上线的国窖

1573 大坛定制原酒是泸州老窖推出的全球

首例“原酒”概念高端定制产品，在初期受到

投资人追捧后价格持续下跌， 已跌破当初

6900 元 / 坛的发行价， 价格屡创新低逼近

6000 元。 有评论认为，一向只涨不跌的名酒

收藏如今遭遇寒流。

铁犁说：“白酒毕竟有最佳饮用期，超过

了也会变坏。 一瓶好酒你放 15 年 ~30 年它

可能是越来越好，但超过 50 年或 60 年可能

就不行了，到最后连喝都不能喝了。 ”

四问

豪华金装可以输出到全世界？

泸州老窖集团董事长张良向媒体介绍，

国窖 1573“叁 60”采用黄金坛包装，比前日

发布的“壹 60”、“红 60”更具有皇家的气派

和神韵，更适合作为中国白酒文化的载体输

出到全世界。在国窖古法手工酿造技艺的基

础上，解决国际消费者的口味与文化定位问

题，并将通过未来国窖环球之旅、国窖万里

行等推广计划，将该酒推向国际化。

白酒国际化不是个新话题，只是口号喊

了多年，中国白酒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没能熬

出头。“茅台每年出口约 20 吨 ~30 吨，五粮

液号称出口有 1000 吨， 但这些酒相当数量

都成了出口转内销，真正被外国人喝掉的量

微乎其微。 ”铁犁透露。

铁犁坦言，因为文化观念差异、消费习

惯差异、 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等多重因素，中

国白酒的国际化时机尚未成熟。泸州老窖的

环球之旅更像是一场自娱自乐的形象展示

活动，短期内对海外市场开拓作用不大。

一位爱喝酒的丹麦人表示：“我很难理

解用黄金装酒的做法，我们喝酒关注酒的质

量，很贵的名庄酒使用的酒瓶也是传统样式

的玻璃瓶。我觉得中国人确实更注重外包装

的漂亮。 ”

“泸州老窖开发天价酒，真正的立意是

通过树立更高的价值形象来带动高端产品

的销售，进而再由高端产品带动中低端产品

销售，在国内的意义比国际大得多。 ”铁犁

说。 （据《南方日报》）

核心

提示

在“禁止公款购买茅台”提案引爆舆论之后，3 月 19 日，川酒金花泸州老窖成功“抢戏”，凭借发

布一款售价 33 万多元的高端定制酒登上白酒新闻头条。 一瓶酒价快赶上中小城市的一套房了，泸

州老窖的“高端定制酒”究竟是为谁定制？ 定制白酒真的可以成为奢侈品、收藏品吗？

标致 308CC 白色跑车。

国窖 1573“叁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