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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太高市场不买账，经销商抱怨———

进进口口饮饮用用水水一一年年卖卖不不了了一一半半
７２５亿元限售股

本周解禁上市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２日专电（记者
华晔迪）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

下个交易周（４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两市
将有１４家公司共计１３０．２亿解禁股
上市流通，解禁市值达到７２５亿元，
为年内偏高水平。

据西南证券统计，下周两市解
禁股数共计１３０．２亿股，占未解禁限
售Ａ股的２．７５％。其中，沪市６．８１亿
股，深市１２３．４２亿股；以４月１０日收
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７２５．４１亿
元，为２０１５年偏高水平，其中，沪市４
家公司为１０４．８１亿元，深市１０家公
司为６２０．６亿元。

沪市４家公司中，隆基股份在４
月１３日将有０．８４亿股限售股解禁上
市，按照４月１０日收盘价计算，解禁
市值５３．２亿元，为下周沪市解禁市
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的
是日照港和和邦股份，解禁市值分
别为２６．８３亿元、１５．７１亿元。

深市１０家公司中，京东方Ａ的
限售股将于４月１５日解禁，解禁数量
１１．８５亿股，按照４月１０日收盘价计
算解禁市值为５０２．３４亿元，是下周
深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
排第二、三的是奥马电器和康达新
材，解禁市值分别为２７．０４亿元、
２５．８４亿元。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日照港，
深市将有奥马电器、康达新材成为
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显示，下周解禁的１４家公
司中，有２家公司限售股在４月１５日
解禁，解禁市值达到５０２．３９亿元，占
到全周解禁市值的６９．２６％，解禁压
力的集中度高。

全省首家私人飞机

销售公司成立

本报记者 刘相华

4月11日，山东华众天合飞机销
售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友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在济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
为我省第一家面向全省市场的私人
飞机销售商,主要销售欧美等国家十
几种型号的直升机，同时提供飞机
托管、机组配备、航线申请、运营维
护等一站式解决方案。

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经满足
通用航空器爆发性增长的临界点，
而目前国内通用航空器不足两千
架，直升机更是不足600架。未来数
十年，随着经济发展和空域逐步开
放，我国通用飞机保有量将上升到5

万—10万架，届时空中交通将会成
为城市交通的重要补充。

随着低空1000米空域的放开，
通用航空应用范围和业务规模将不
断扩大，除了巩固教学飞机和农林
飞行等传统业务，并将发展应急救
援、医疗救助、私人和公务飞行等新
兴通用航空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飞机已经逐渐
成为富人们的新玩具。数据显示，仅
今年1月以来，我国就有至少10架私
人飞机交货，总价值达5亿美元。

我省率先出台汽油测定三项标准

炼炼化化流流通通企企业业已已能能检检测测““调调和和汽汽油油””
本报东营4月12日讯（记

者 马绍栋 通讯员 孙秀
君） 备受关注的“调和汽
油”检测问题有了最新进展。
记者从山东省石油成品油流
通行业协会日前在东营举办
的油品质量技术交流会议上
了解到，我省已制定并发布

《车用汽油中苯胺类化合物
的测定气相色谱法》等3项山
东省地方标准，这在全国已
走在前列。目前全省规模较
大的主流炼化及油品流通企
业已经具备了上述检测能力，
可 覆 盖 全 省 成 品 油 销 量 的
70%以上。

此前央视3·15晚会的曝
光让“调和汽油”成为关注热
点。在此次交流会议上，专家
表示，化工调和油是非正常炼
制工艺生产，含有化工原料或
由非常规添加剂调和而成，它
严重影响车辆性能、损坏汽车

部件，造成结焦、腐蚀等严重
问题。部分厂家为了提高油品
质量会加入含苯胺类、甲缩醛
类物质的添加剂，这会产生重
大安全隐患。“比如苯胺类物
质作为抗爆剂使用效果非常
好，但是其本身含有大量致癌
物质，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
尤其使女性增加乳腺癌的发
病率。”

众所周知，汽油国家标
准中虽明确规定不允许添加
苯胺类、甲缩醛等有害物质，
但并没有具体技术指标与检
测方法。为此，省质监局日前
组织制订出了《车用汽油中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等 3 项山东省地方标
准，分别细化了对车用汽油
中甲缩醛含量、苯胺类化合
物、酯类化合物的测定，前者
是用红外光谱法，后两个是
用气相色谱法。这在全国并

不多见。
“作为行业领头羊，之前，

我们已投入巨大财力精力用
于油品质量的提高和升级，并
主动建立了风险监测和预判
分析系统。山东地方标准出来
后，我们积极跟进对接，目前
已经按照标准要求配备了检
测设备。”中石化山东石油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山东全
省1万余座合法加油站中，中
石化拥有2600多座，系成品油
供应主渠道。成品油质量一旦
出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切身
利益。为此公司从源头到入
库、配送等各个环节加强了监
控、抽检，确保油品质量安全。

“作为省石油成品油流通行业
协会的牵头单位，我们希望通
过此次会议更好地发挥协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政府主
管部门和石油成品油、石化企
业沟通，保证地方标准贯彻落

实到位。”
根据省石油成品油流通

行业协会现场调度，该协会
下属有 70家会员单位，其中
炼油25家，销售38家，这些单
位均是我省上规模的主流成
品油生产、流通企业。从对此
次地方标准的了解来看，目
前他们都具备相应的检测能
力，而这些单位下属加油站
的成品油销量占全省70%以
上。

“可以说我省油品质量总
体是有保证的，但出于利益驱
动，不能排除个别化工厂或小
加油站存在质量问题，地标出
台后，政府也会据此加大对调
和油的执法查处力度，我们也
将通过协会强化企业、行业自
律，配合政府加强质量监管和
问题查处力度，共同确保全省
油品质量安全可控。”上述负
责人说道。

前几年，依云等国外
品牌的瓶装饮用水大量涌
进国内市场，一瓶水动辄
十几、二十几元的价格让
不少人咂舌。不过由于价
格过高，进口饮用水销量
一直比较低，有经销商抱
怨，代理的一款进口饮用
水一年卖不了一半。在瓶
装饮用水销售旺季到来之
前，记者调查发现，进口饮
用水已经脱下贵族外衣，
一瓶普通装进口饮用水跌
到1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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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加价致使价格畸高

据济南某矿泉水生产厂
家介绍，矿泉水的成本大多是
包装、宣传、运输，真正水的成
本其实很低。一瓶矿泉水50%
至60%成本用于包装，此前由
于国外水定价很高，其利润空
间非常可观。但是现在，国外
水在山东的销量并不理想，导
致部分商家也开始降低利润
空间，调低价格。

而另外一位业内人士称，
国内目前销售的进口饮用水，

在其生产本国其实也不是高
端产品。部分进口水实际上到
岸价格并不高，有的可能仅有
两三块钱，经过国内经销商层
层加价之后，到消费者手中的
价格就非常高了。

依云水是最早进入中国
的外国矿泉水。当年不少明星
来山东，点名要喝依云。当时，
国内还不知道依云水为何物？
一瓶普通装依云水能卖到20
块钱，可谓天价。

不过，“很多进口水在国
外并非高端产品。”北京昭邑
零售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
席顾问刘辉介绍说，目前进
入国内的外国矿泉水大多来
自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地
区，这些地区并不是水源最
好的地方。真正做矿泉水比
较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保
加利亚等地的水都没有进入
中国。

“进口水已经过了贴个进

口牌就能忽悠消费者的时代
了。”刘辉称，随着国内高端水
竞争的加剧，目前进口水的高
端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
这几年，随着国内消费者消费
观念、消费视野的开阔，商家
想随便贴个进口牌忽悠消费
者是不可能了。而且矿泉水本
身是快消品，外国矿泉水销售
周期长，虽然可能没出保质
期，但是消费者还是更愿意喝
新鲜的矿泉水。

记者近日走访时发现，省
城售卖的高端进口水正在进
行促销。例如，记者在泉城路
恒隆某超市发现，除个别几款
进口水产品外，该超市销售部
分进口水都在进行促销。依云
330ml原价9 . 9元现价9 . 5元；
圣碧涛天然矿泉水（运动装）
500ml原价8元现价7元；斐泉
天然矿泉水500ml原价16 . 8元
现价12 . 8元。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进口水促销活动持续到4

月6日，打折幅度在七八折左
右。

进口水销量如何呢？记者
在解放桥某超市发现，该超市
有两个货架专门用于销售外
国矿泉水，包括依云、圣碧
涛、巴黎水、斐泉等多种产
品。记者查看生产日期发现，
两货架上的产品竟然没有找
到一瓶是2015年当年生产的
矿泉水。其中一批次清盈巴
黎天然有气矿泉水的生产日

期竟然为2013年9月20日。记
者 在 货 架 前 逗 留 了 一 个 小
时，未见一位顾客停下来选
购进口水。

这几年，进口饮用水大举
进入中国市场，并进而占据了
国内高端水市场。不过，总经
销商和代理商的日子却并不
好过。一位不愿具名的经销商
曾向记者透露，他所代理的一
款加拿大水 2 0 1 4年进口了
7000箱，但是去年一整年只销

售出3000箱。
山东济南一位代理依云

水的经销商也表示，目前依云
水是进口高端水中销售比较
好的。该代理商主要向山东某
连锁超市系统、高档酒店、影
院等市场供货，根据销售来
看，全省该超市系统售卖的依
云矿泉水一个月不超过300
箱，不如泉城广场的地下超市
普通牌子矿泉水一个月销量
的1/3。

进口瓶装水正在打折卖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王怡雯

省城某超市进口饮用水推出买一赠一的优惠活动。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财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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