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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在
回答有关美国决定对中国输美
产品采取限制措施的提问时表
示，希望美方认真严肃对待中
方立场，理性慎重决策，不要捡
了芝麻丢了西瓜，既损人更害
己。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美国时间 22 日，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对中国
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总统备忘
录。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主任纳瓦罗称，中国在美中贸
易中的获益远高于美方，这意
味着中方将很难作出对美进行
报复的决定。你是否认同他的
说法？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人士
的话显然是有些“夜郎自大”，
错判了形势，也完全低估了中
方捍卫自身合法利益的决心和
能力，以及美方为其任性妄为
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多次强调，中美经贸
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一
个很简单的例子是，美方通过
大量进口源自中国的低成本劳
动密集型产品，大大降低了美
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提升了

‘消费者剩余’，实际上是改善
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在宏观
上也有利于美国抑制通货膨
胀。因此，无论从微观层面还
是宏观层面，美方都是大大受
益的。美方执意推进 301调查
并公布所谓裁定，挑起贸易战，
无疑将首先直接损害美国消费
者、公司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利
益。”华春莹说。

她表示，有关备忘录签署
的消息一出，美三大股指立即
全线下挫，这是金融市场对美
方有关错误政策和行动投出的
不信任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国际社会对美方有关政策和
举动的鲁莽和危险性的担忧。

“至于中方是否会对美进
行报复，中方的立场已经说得
非常清楚，传递的信息也十分
明确。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
会奉陪到底。希望美方认真严
肃对待中方立场，理性慎重决
策，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
损人更害己。”华春莹说。

此外，美国白宫声明称，中
国通过参与并支持对美国公司
进行网络攻击，以获得包括商
业机密在内的敏感信息，同时，
通过限制外国公司知识产权许
可等手段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
大规模转让技术。

华春莹说，美方必须明白
一件事，那就是美国的确是当
今世界创新强国，但这不等于

创新和知识产权只能是美国一
家的“专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底
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
告显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的专利申请量超过 130万
件，超过了美国、日本、韩国以
及欧洲专利局的总和。这份报
告还指出，中国有望在未来 3
年内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专利
申请国。

“中国正坚定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大家都看到，中
国在高铁、量子通讯、电子支付
等领域都已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华春莹说。

华春莹指出，中国的创新
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抢，而是
13亿多中国人民靠智慧和汗水
奋斗出来的。中方希望美方对
此有清醒认识。美方可以对中
国的科技发展进步感到担心，
但动辄无端指责，借题发挥，这
不是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应有的
度量，也是中方不能接受的。

美拟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
“来而不往非礼也”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签

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

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

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特朗普政

府基于错误前提，动用过时的

保护主义手段，这种蛮横的做

法在国际上既吃不开，也行不

通。

首先，美国近期采用的保

护主义政策带着明显的旧时代

印记，与新世界格格不入，有西

方人士直斥其为“霸凌”政策。

“301调查”是诞生于冷战时代

的单边主义法律工具，它让美

国同时身兼“警察”“检察官”

“陪审团”“法官”“执法官”多重

角色，其实质是利用优势贸易

地位，强迫贸易伙伴作出利益

牺牲。

在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

成立后，“301调查”这类单边主

义贸易工具已基本退出历史舞

台。特朗普政府为削减贸易逆

差，强行复活“僵尸”贸易工具，

推行“霸凌”政策，无异于将国

际贸易“丛林化”。这既是对以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

制的公然蔑视与挑衅，也是对

全球经济复苏的严重威胁，遭

到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主

要经济体普遍反对。

其次，不能静态、孤立、割

裂地看待对华贸易逆差乃至中

美经贸关系。须知，在经济全

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美双

边贸易存在于各方依存、密切

联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之

中。比如，一部售价 1000美元

的苹果 iPhoneX，从全球进口

零部件到中国，组装后再出口

到美国。不能因为中国挣了几

十美元的组装费，就要中国对

这 1000 美元的美中贸易逆差

负责。

特朗普政府应该看到，中

国对下游消费者美国的贸易顺

差，对应的是中国从供应链上

游国家的进口项目，其中就包

括来自美国企业的进口商品和

服务。正如美国商界人士近日

指出的那样，对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会伤害那些向中国出

售零部件的美国企业。无怪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际贸

易理论专家保罗·克鲁格曼将

美中贸易逆差称为“视错觉”。

再次，试图通过“霸凌”经

贸政策、单边措施消解美国积

年贸易逆差的手段也不会真正

起到效果。经济学家们反复指

出，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

美国消费过度、储蓄率不足等

内在结构性问题。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

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自里根政

府以来美国所采取的各种贸易

保护举措从未能逆转这一势

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

一年多，美国贸易逆差反创下

9 年来新高。自己得病，却要

让别人吃药，这种方法显然没

有道理，也行不通。

鉴于美中分列全球头号和

二号经济体，两国经贸高度依

存，且互有所求，美国不可能在

对华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之

后，自身毫发无损。

强迫不成买卖。近 40 年

来，中美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

232倍，达到 5800亿美元，双向

投资累计超过 2300 亿美元。

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问题，

关键在于多做加法，通过扩大

彼此市场准入等开放举措，在

平等中探讨新路径，在合作中

改善不平衡，在共赢中实现和

谐共处。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

也对最坏的情况有充分准备。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

说，中方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

战，“但如果有人非逼迫我们

打，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

躲”。（新华)

美国“霸凌”经贸政策吃不开也行不通

新闻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记者 23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
进一步净化高校考试招生环
境，维护教育公平，教育部专门
下发文件，要求坚决打击和防
范自主招生作假。

针对有中介机构打着包通
过、考前辅导、提供所谓专利论
文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和敛
财、干扰正常高校自主招生秩
序现象，教育部要求，高校进一
步严格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
核工作，提出严格报名条件、严
格材料审查、严格学校考核、严
格监督制约、严格惩处造假等

“五严格”要求。
高校自主招生是国家教育

考试的组成部分。教育部表
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
各种与自主招生挂钩的诈骗和
弄虚作假行为。

对在自主招生中提供虚假
报名材料的考生，将按照《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
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在报名阶段查实的，取消
其自主招生报考资格，同时取
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资格；在入
学前查实的，取消其入学资格；
入学后查实的，取消其录取资
格或者学籍。对于学校、单位
和个人在自主招生中徇私舞弊
或协助考生弄虚作假的，将严
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涉嫌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教育部同时提醒广大考
生，遵守法律法规，凭自身真才
实学报考自主招生，切勿轻信
各种机构和他人的蛊惑，避免
上当受骗、遭受损失。

教育部提“五严格”
坚决打击自主招生作假

新华社香港 3 月 23 日电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
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项目
主要工程竣工，全部工程已经
完成 99%，4 月 1 日将进入试营
运阶段，香港九列高铁被命名
为“动感号”。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项目主
要工程竣工典礼23日在香港举
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在竣工典礼上致辞时表示，
特区政府及港铁公司正全速向
着 2018年 9月通车的目标做最
后冲刺。要实现今年 9 月开通
的目标，所欠的并不是那余下
1%的工程，而是只有一步之遥
的“一地两检”本地立法。

林郑月娥强调，希望特区
立法会议员以香港利益为依
归，以务实的态度审议《广深港
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早
日通过落实“一地两检”安排，
让高铁香港段能够如期投入服
务。她表示，高铁香港段隧道
将香港连接至长达 2.5 万公里
的国家高铁网络，高铁香港段
将巩固香港作为区域海、陆、空
交通枢纽的地位，也令香港充
分受惠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
来的协同效应和机遇。此外，
西九龙站有完善的交通配套连

接现有的道路和铁路网络，加
上西九文化区的落成，日后整
个围绕西九龙站的地区将成为
香港的新地标。

港铁主席马时亨表示，负
责营运高铁香港段的同事将在
4月起进场测试，希望特区立法
会议员尽快批准“一地两检”法
案。

典礼现场，林郑月娥和马
时亨为香港高铁列车揭晓命
名。港铁此前举办了香港高铁
命名比赛，邀请公众提交建议，
评审委员会最终选取了“动感
号”为九列香港高铁命名，寓意
香港是动感之都，香港人和社
会经济充满活力。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全长 26
公里，由香港特区政府出资、委
托港铁公司规划和建设。高铁
香港段始自西九龙站，经专用
隧道向北延伸至落马洲与深圳
的边界，与内地高铁网络相连
接。高铁香港段沿途不设站，
列车最高运营时速为200公里。

高铁香港段西九龙站总建
筑面积约 43 万平方米，根据香
港特区政府的规划以及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西九龙
站将实行“一地两检”的通关程
序。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
者23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了解到，人社部、财政部日前联
合下发《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
2018年1月1日起，为2017年年
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
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的5%左右，预计将有1.14亿
名退休人员受益。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调整，继续统一采取定
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
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额调整
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类
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致；
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

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
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
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
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
照顾。

通知印发后，各地区将按
照国务院部署、结合本地区实
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人社
部、财政部审批后抓紧组织实
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调
整是国家继 2016 年、2017 年连
续两年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以
来，继续同步安排适当提高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
老金水平，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的重要措施，进一步体现
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
险制度的“并轨”。

2018年我国继续同步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项目主要工程竣工

九列高铁命名为“动感号”

停电信息
3月26日10kV沃得Ⅰ215开关（沃得精机

（中国）有限公司）09：00-09：30；
10kV沃得Ⅱ216开关（光明沃得重型机床

（中国）有限公司）09：00-09：30；
10kV富豪Ⅲ218开关（江苏沃得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09：00-09：30；
10kV电镀Ⅱ231开关（丹阳市沿江表面处

理科技有限公司）09：00-09：30；
10kV华宇211开关（江苏华宇灯具有限公

司）09：00-09：30；
10kV埤镇212开关（全线：林常路、埤城元

件厂、镇南三队、镇南七队、老中心校变、埤城

幼儿园、埤城邮政、、镇东二队单、埤城供电所、

镇东二队、环城北路、镇西大队、镇西七队、镇

西六队、镇西四队、镇西新区、镇西三队、城中

猪场、镇西五队、城中新村、城西六队、环城路、

苗猪市场、镇西十二队、镇东三队、埤城附件

厂、镇中路、镇西八队、镇东一队、小街里、埤城

影剧院、埤城文明路、步行街、镇南八队、劳动

所、文体中心、镇南十队、西沟荡一带）09：
30-10：30；

10kV埤北213开关（全线：育才路、镇南一

队、二队、城南六队、埤城敬老院、埤城小学、杨

家南、城北村、镇北杨家村、城中王家、城北周

家、白马岗、马家桥、埤城造纸厂一带）09：
30-10：30；

10kV唯益214开关（全线：镇中路南、镇西

十四队、唯益东、江苏唯益炉料有限公司、江苏

金元素超硬材料有限公司一带)09：30-10：30；
10kV埤开 223开关(丹阳市沿江表面处理

科技有限公司)09：30-10：30。
3 月 27 日 10kV 城 东 11902 开 关 以 下

（11902：二局住宅、麻巷门二巷、建委住宅、全

福路、新民东路、河滨新村一巷、丹凤小区、万

家欢、丹阳市交通局、河滨新村、麻巷门、中国

电信、丹阳市邮政局一带）00：00-03：00。
3 月 28 日 10kV 木 龙 17215 开 关 以 下

（17215：张家新村、平楼下、东方嘉园一带）08：
00-12：00。

3月29日 暂无。

3 月 30 日 10kV 横 镇 12101 开 关 以 下

（12101：南马新村、用电站 2#变、集镇中学公

变、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市永泰纺织有限

公司一带）08：00-12：00；
3 月 31 日 10kV 望岸 1Q2101 开关以下

（1Q2101：张寺村岸头村、培棠村厚诚、培棠村

望岸庄、杏村村杏村、杏村村观鹤路、杏村村周

甲村、培棠村振兴路、万新华府、华园城、丹阳

市通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一带）08：00-15：00；
10kV南东 25801开关以下（25801：华南新

村、华云公寓、上庄、何甲村、何甲九队、痴树

村、龙凤山庄、教师新村、西庄、景泽园、丹阳市

华南实验学校一带）07：00-12：00。
4 月 1 日 10kV 里 南 16302 开 关 以 下

（16302：下蔡村、镇东村沈家村、周巷村、崇庄

桥、周巷、健康路、集镇镇北变、坟家村、马家

村、桥南变、里东村、国税、后古干四队、江苏奥

丹机械有限公司一带）08：00-12：00。
4 月 2 日 10kV 漕 塘 11115 开 关 以 下

（11115：后车门、横沟大队、前车门、洪家村、中

巷村、陵口邵巷里、高家大队、陆巷里、小加井、

大加井、丹阳市陵口镇长生铸造厂一带）08：

00-13：00；
10kV漕塘 11114开关以下（11114：漕塘寺

庄村、小杭村、漕塘村、甘庄村、老巷村、营里村

一带）08：00-13：00。
4 月 3 日 10kV 丰 兴 11601 开 关 以 下

（11601：土管所、涵洞南、肖梁河北、陵北吴家

村、陵中、庙段开发区、庙段梅庄村、庙段吉家

村、福兴园小区、丰兴园小区一带）08：00-14：
00；

10kV 新民 12412 开关以下（12412：虞家

西、后彭村、前艾东山村、春塘村、田家村一带）

08：00-15：00；
10kV新民 12415开关以下（12415：新民虞

家村、新民新民村、戎家北、新民戎家村一带）

08：00-13：00；
20kV 东岗 2L13 线练湖新城 2L13 分界开

关以下（练湖新城）08：00-16：00；
10kV 巴山 215 线至 21501 开关之间（215

至21501：前进新村、镇中九队、蒋家埭、丹阳市

华东消声器厂一带）08：00-13：00；
10kV 荆东 1J2413 开关以下（1J2413：欧林

服饰、中祺公司、康平西服一带）07：00-10：00。
4 月 4 日 10kV 三 城 21501 开 关 以 下

（21501：三城村、三城九队、三城村东湾、三城

村小楼下、小圩南、永兴村李家、江苏锋泰锯业

有限公司一带）08：00-15：00。
4 月 5 日 10kV 中 山 13414 开 关 以 下

（13414：中山路 2#、全福路花园、江天住宅、云

阳中学、水利住宅、文昌苑小区、运输综合楼、

人旅、运输公司、宏云公寓、红都、老汽车站一

带）08：00-10：00。
4 月 6 日 10kV 吴 巷 1J3202 开 关 以 下

（1J3202：大吴巷、贺巷西、丹阳市仁大光学眼

镜有限公司一带）08：00-15：00。
4 月 7 日 10kV 丰 洛 142 线 14203 开 关

（14203：夏家北、窦湖、前马陵、后马陵、孙巷

村、洪家村、司徒毛家、司徒朱巷、丰洛村、余家

庄、南岗、司徒汤家庄、丹阳兴韩光学有限公司

一带）08：00-13：30；
10kV 珥工 11201 开关下（11201：西河里、

汤庄村 10-11队、商贸小区、房地产、马伦村、

珥陵拦摊坝、庄里村、珥陵幼儿园、集镇敬老院

一带）08：00-12：00。
4 月 8 日 10kV 永 丰 11313 开 关 以 下

（11313：司徒尹巷、潘巷村、陆甲村、钱甲村、天

元桥、丹阳市宏鑫光学眼镜有限公司一带）08：
00-13：30；

10kV运东112线路（暂无用户）07：00-16：
00；

10kV 吕居 121 线路至 12102 开关（121 至

12102：西符村杨西村、中心村郭家墩、荷花池

二期、丹阳市新航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

带）07：00-16：00；
10kV合金114线路（丹阳市精密合金厂有

限公司）07：00-16：00；
10kV 运南 124 线路至 12403 开关（124 至

12403：西符村符庄桥、西符村梅家村、丹阳市

华龙特钢有限公司、江苏立新焊接材料有限公

司、江苏启迪合金有限公司一带）07：00-16：
00；

10kV运工122线路（暂无用户）07：00-16：
00；

10kV运居111线路（暂无用户）07：00-1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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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3月25日10kV邹家21211开
关以下（21211：林丰村、后水晶山、
前水晶山、后湾综合变、陈山电站
一带）07:00-16:00；

10kV 云镇 12242 开关以下
（12242：大阳村、东大阳、后大阳、
大阳加工厂一带）08:00-12:00。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8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艾丽
西亚·维坎德、吴彦祖主演动
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源
起之战》；莎莉·霍金斯、迈克
尔·珊农主演爱情、奇幻、冒
险电影《水形物语》；动作、冒
险、科幻电影《黑豹》；张译、
黄景瑜、杜江主演剧情、动作
电影《红海行动》；吴镇宇、古
天乐主演喜剧、奇幻电影《脱
皮爸爸》；喜剧、冒险、家庭电
影《萌犬好声音》；惊悚、悬疑
电影《无眸之杀》。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架、夹
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影
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号：
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3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张
译、黄景瑜、杜江主演剧情、
动作电影《红海行动》；纪录
片《厉害了，我的国》。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喝金丹阳黄酒搭配一些东西
有奇效哦。

金丹阳黄酒煮姜丝的功效：
可治风寒感冒、发热、头痛、虚烦、
无汗，并治呕吐、泄泻等症。

金丹阳黄酒泡枸杞的功效：
促进免疫、抗衰老、抗肿瘤、清除
自由基、抗疲劳、抗辐射、保肝、生
殖功能保护和改善等作用。

金丹阳黄酒加桂圆的功效：
补心脾，益气血，健脾胃，养肌
肉。用于缓解思虑伤脾、头昏、失
眠、心悸怔忡、虚赢、病后或产后

体虚，及由于脾虚所致的下血失
血症。

金丹阳黄酒泡枣的功效：补
益脾胃，滋养阴血，养心安神，黄
酒泡红枣有缓和药性的功效，用
于治疗脾气虚所致的食少、泄泻，
阴血虚所致的妇女脏躁症。

虽然人们用尽心思在金丹阳
黄酒的喝法上变花样，但在黄酒
品酿师看来，天冷，要品鉴原汁原
味的黄酒，妙方永远只有一个，就
是温饮，可以使酒香浓郁，酒味温
和。王志跃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过了春分时节，回暖
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气温大家不
必过多担心，此时节，令人烦扰
的应该就是雨水了。这不，今明
两天，雨水即将上场，尤其是从
今夜开始，因此出门的朋友要记
得带上雨具。

刚享受了几天的晴朗时光，

太阳又要玩起“快闪”，让雨水露
脸了。不过，春季的雨水和其他
季节相比，倒更有意义，此时也
是万物复苏的时节。

最近，最高气温一路上扬，
甚至达到了“2 字头”。尽管昼
夜温差较大，但大街上仍然出现
了“短裤与秋裤齐飞，穿貂共露
腰一色”的状况。从目前的天气

情况来看，虽然这个双休日有雨
水到来，但气温变化不大，最高
气温仍然有 20 度，大家可以开
始减衣服了。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转阴，夜里有

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9℃

到 10℃，白天最高气温：22℃到

23℃。

25日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

转阴到多云，早晨最低气温：

12℃到 13℃，白天最高气温：

18℃到19℃。

26 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

最低气温：9℃到 10℃，白天最

高气温：21℃到22℃。

今夜开始雨水报到 气温变化不大

2017 年度特困家庭和低保
户（民政局或总工会核定）水费
先征后返办理工作即将开始，请
用户携带特困、低保原证件及复
印件、身份证及复印件、用水缴

费卡前往集团各营业厅办理；办
理期限为 2018 年 4 月 1 日—6 月
30日。

咨询电话：
86969900、86882498。

关于特困家庭和低保户
水费先征后返办理的通知

新华社电 尽管面临治理环
境污染和建筑不规范的问题，菲
律宾总统府22日宣布，不会在接
下来数个月的旅游旺季内关闭旅
游胜地长滩岛。

菲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当
天说，在即将到来的“圣周”节日
和夏季旅游旺季期间，长滩岛不
会被关闭。为减少封岛对旅游业
的影响，长滩岛可能在旅游淡季
被关闭。

今年 2 月，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严厉批评长滩岛当地官员监
管不力，造成当地存在大量不合
规范的建筑物，很多商家直接将
污水排入大海，污染了长滩岛的
环境。为此，菲律宾旅游部和内

政部等部门建议将长滩岛全部关
闭，进行为期6个月至1年的维护
修整。

与此同时，一些旅游团体和
相关组织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彻
底封岛会对当地商家和就业产生
很大影响。封岛9个月预计将造
成经济损失 560 亿菲律宾比索
（约合 68 亿元人民币），导致 3.6
万人失业。

长滩岛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以南约 190 公里处，面积约为
1000 公顷。根据菲官方统计的
数字，2017 年共有 200 万游客赴
长滩岛旅游，其中中国游客超过
37万，中国成为长滩岛最大旅游
客源国。

关注葡萄酒的朋友会发
现，如今市场上葡萄酒的保质
期大多是 10 年。经常有人
问，在保质期内，是不是存放
时间越久，葡萄酒越好喝？过
期了还能不能喝？

中国有一句古话，“姜是
老的辣，酒是陈的香”。然而
在葡萄酒的世界，酒是不是越
陈越香，就要因酒而异了。储
存期间，葡萄酒中的风味物质
在瓶子里不断发生氧化还原
变化，其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类
似抛物线，大致可分为3个阶
段：渐渐变好——达到最佳
——不断衰败。

何时迎来一瓶葡萄酒最
好的状态呢？对于市面上大
部分低价酒来说，最佳饮用期
一般在 1~2年内。对于少部
分中等价位的酒来说，最佳饮
用期可能在三五年之后，10
年之内。仅极少量优质年份
的名庄酒，最佳饮用期可能超
过 10年甚至更久，这需要酿
酒师有深厚的经验和极强的
预判能力。

除了酒本身，决定其适饮
期长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
保存条件。葡萄酒对存放环
境要求十分严格：避光的酒窖
中，10℃~15℃的恒温，70%左
右的湿度，良好的通风，避免

搬运和震动，平躺放置。这样
的条件既能够避免葡萄酒过
度氧化，又能够防止木塞发
霉，同时微氧化的环境能保证
葡萄酒慢慢熟成（口味变好的
过程）。任何一个条件不满
足，都有可能造成酒的寿命缩
短甚至破坏。对于普通消费
者而言，买回家的酒可以平躺
放置于小型恒温恒湿橱柜中，
或短期保存在冰箱冷藏室内，
避免日晒、高温等。

葡萄酒过期了还能不能
喝？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开
瓶后，如果出现明显的醋味、
酱油味或霉味，没有果香，颜
色暗沉失光，有大量沉淀，表
明已经失去饮用价值；反之，
如果保存条件良好，酒体没有
出现过度氧化，还可以喝。需
要指出的是，如果酒已开瓶没
有一次性喝完，剩余的酒必须
密封后横卧放置于冰箱冷藏
室，最好一周内喝完。

喝黄酒的几种搭配方法

菲律宾宣布旅游旺季不关闭长滩岛 葡萄酒过期能不能喝？

停水通知

一、因管道碰接，3 月 25 日
21:00 至次日凌晨 6:00，访仙镇
（含安东村、毛家村、陆永村、高家
村、草巷村、独山村、第九年村、西
家桥村等）、肖家村、访高路区域
用户停水（雨天顺延）, 请该片区
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解！

二、因管道碰接，3 月 26 日
21:00至次日凌晨 6:00，访仙双茆
村、肖家村、独山村、三河村、红光
村、访仙村、开发区裴家村区域用
户停水（雨天顺延）, 请该片区用
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解！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18043期：4 2 8 7 5 3 2

体彩大乐透
第18032期：07 10 17 32 35 +05 12

体彩排列5
第18075期：3 4 2 8 8

福彩双色球
第18032期：21 22 23 24 25 32 +6

福彩15选5
第１8075期：4 9 11 12 15

福彩3D
第１8075期：8 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