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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茅台及十七大名酒
活动时间：10月30日-11月2日

年份 价格(元/瓶） 年份

2018年-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300-1900元

2000元

2300元

2500元

2600元

2700元

2800元

3200元

3500元

3700元

3900元

4800元

5000元

5200元

5300元

6000元

8000元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8500 元

9000 元

9500 元

10000元

10500元

11000元

12000元

13000元

14000元

14500元

15000元

15500元

16000元

16500元

20000元

价格(元/瓶）

全品相 不跑酒 整箱价格高 500ML 53度

1979 年 - 1953 年 价 格 面 议

其他2000年以前老酒参考价格
五 粮 液
全 新 大 曲
汾 酒
郎 酒
竹 叶 青
泸 州 老 窖
古 井 贡 酒
董 酒
西 凤 酒
剑 南 春

700 元-3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千载难逢的机会，欢迎市民踊跃参加（本
公司另收购虫草、虎骨酒、洋酒）。现场
免费鉴定，本活动长期有效。交易成功，
凭打车发票，报销车费，可上门回收。

活动地址：钟楼区富凯精品酒店吾悦国际店
常州市邮电路5号（东门）
常州市怀德北路18号（西门）

公交路线：B1、B12、B16怀德路延陵路站
咨询电话：18510206075（长期有效）付先生

15805589411（长期有效）张先生

主 办 单 位 ：北 京 青 筱 阁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青筱阁

科技资讯

A
服务健康

B

事故追踪

C

国际时讯

D

新华社酒泉电 记者从国
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自然资
源部获悉，10 月 29 日 8 时 4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中法海洋卫星。

中法海洋卫星是两国合作
研制的首颗卫星，将主要用于
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中方负责
提供卫星平台、海风观测载荷
以及发射测控，法方负责提供
海浪观测载荷，卫星探测数据
双方共享，将为海上船只航行
安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源
调查提供服务保障。

中法海洋卫星首次实现海
风和海浪同步观测。该星装载
了中方研制的微波散射计和法
方研制的海洋波谱仪，将在距
地 520 公里的轨道上 24 小时
不间断工作，实现在全球范围
内对海洋表面风浪的大面积、
高精度同步观测。有利于进一
步科学认知海洋动力环境的变
化规律，提高对巨浪、海洋热带
风暴、风暴潮等灾害性海况预
报的精度与时效。

实现海风海浪同步观测

中法海洋卫星发射

新华社长沙电 由国防科
技大学自主设计与研制的我国
首台空间路由器，近日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四号乙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准确进入
预定轨道。

这次发射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首台空间路由
器正式进入在轨验证试验阶
段。这台路由器采用具备自主
知识产权的路由器操作系统和
网络协议栈，具备软件定义能
力，同时支持 IPv4／IPv6 等网
络协议。

空间路由器是构建天地一
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设备之
一。由于沙漠、山脉和海洋等
自然环境因素，全球仍有近一
半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以空
间路由器为核心的天地一体化
网络系统将着力解决这一问
题，为全球无网络覆盖区域的
互联网接入提供有力支撑，为
空、天、地、海的各类用户提供
互联网服务。

我国首台空间路由器的成
功发射和在轨验证将极大提高
空间路由器系统的技术成熟
度，为天地一体化网络系统建
设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构建天地一体化网络

发射首台空间路由器

海洋卫星发射现场

新华社长沙电 每年的 10
月 29 日是世界卒中日。记者
从湖南省卫计委和湖南省脑科
医院获悉，近年来脑卒中患者
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脑卒中
高危人群中很多人对于脑卒中
不了解、不重视、不干预，甚至
突然发病也无法正确判断，影
响了脑卒中患者得到及时治
疗。

湖南省脑科医院卒中中心
副主任刘秋庭教授说，高血压、
糖尿病、血脂异常、房颤、瓣膜
性心脏病、脑卒中家族史、肥胖
等都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吸
烟、酗酒、缺乏运动、爱吃重油
盐食物等不良生活习惯让脑卒
中患者出现年轻化趋势。

刘秋庭提醒，了解“中风
120”口诀很重要：“1”代表“看
到 1 张不对称的脸”，“2”代表

“查两只手臂是否有单侧无
力”，“0”代表“聆听讲话是否
清晰”。如果通过这三步观察
发现患者突发脑卒中，可立刻
拨打急救电话 120 求救，保证
患者能及时送医。

“中风120”口诀很重要

脑卒中患者年轻化

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 29 日
从山东龙郓煤业“10·20”冲击
地压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历时 9 天
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22 名
被困人员中，1人生还，21人遇
难。

29 日 15 时 30 分，最后一
名井下被困人员的遗体升井。
参与救援的全体救护队员、医
护人员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
井口默立迎接。

位于山东郓城的龙郓煤业
有限公司 20 日因冲击地压造
成 22 人被困。事发后，山东省
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组建由
18 名专家、178 名专业救护队
员、700 多名井下抢险队员、
180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救援队
伍，全力搜救井下被困人员。

救援指挥部表示，将继续
做好遇难矿工善后等相关工
作，并按程序启动原因调查工
作。

共21人死亡

龙郓煤业矿难搜救结束

新华社重庆电 10 月 28
日 10 时 8 分，一辆公交车在重
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坠入江
中，目前初步核实失联人员 15
人，同时基本确定坠江公交车
位置。

记者从现场救援指挥部了
解到，经公安机关走访调查，并
综合接报警情况，初步核实失
联人员15人（含公交车驾驶员
1 人）。万州区已按照应急预
案，正开展失联人员亲属的心
理疏导、安抚慰问等善后工
作。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法

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

初步核实15人失联

医、痕迹等专业人员，提取失联人
员家属 DNA，为确认身份做准
备。目前，报案失联人员亲属的
血样已采集完毕。

重庆长航等单位的专业打捞
船采用多波束声呐，发现一长约
11 米、宽约 3 米的物体，基本确
定为坠江公交车。打捞面临的主
要难点是水域复杂、江水较深，定
位、探测工作正进一步开展。

新华社莫斯科电 据多国网
络及社交媒体披露，俄罗斯正在
设计一种具有战斗机外形特点、
飞行时速高达700公里的新式直
升机。

俄新社援引美国“防务博客”
网站的消息和照片报道说，俄罗
斯“卡莫夫”设计局的总设计师谢

时速高达700公里

俄设计形似战机直升机

尔盖·米赫耶夫日前用设计草
图影像，向数位专业人士介绍
了一种概念性高速军用直升机
的外观和机身尺寸。

这种直升机具有同轴反转
双旋翼，每个旋翼有 3 个桨片；
驱动双旋翼的发动机为两台；
座舱内的驾驶员位置为左右并
排，后部机舱可载乘客；机身前
后有两对可收放的起落架。

按照设计方案，这种新式
直升机的飞行时速须达700公
里，为普通直升机的近 3 倍，且
具有航程更远、油耗更经济等
特点。此外，该直升机将配备
红外对抗系统，可抑制显示其
散发的热量和机身轮廓，从而
有助隐身。

新华社伊斯兰堡电 巴基
斯坦一辆长途客车 28 日晚在
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
的戈希斯坦地区坠入山谷，造
成17人死亡、1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时这
辆客车正开往巴北部城市拉瓦
尔品第，车上共有18人。客车
在一个山路急转弯处失控并坠
入山谷，造成其中 17 人死亡。
一名妇女在事故中受伤。

报道说，由于事发地较为
偏僻且事故发生在夜间，救援
人员数小时后才完成救援工
作。

17人死亡

巴一长途客车坠山谷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