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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毫升1斤装茅台价格表
（要求标准53度及以上，酒满）

年份 价格
2018年茅台酒 1300元/瓶
2017年茅台酒 1320元/瓶
2016年茅台酒 1340元/瓶
2015年茅台酒 136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14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145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148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15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16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18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19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20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1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22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23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24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27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30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33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35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38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45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55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58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60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63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65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70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75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80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9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00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10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20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130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40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150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160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170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180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20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25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 30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 35000元/瓶
1973年茅台酒 40000元/瓶
1972年茅台酒 45000元/瓶
1971年以前每瓶5万元以上，整
箱价更高，每瓶加50到200元

★收购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18号
重庆大世界酒店10楼1017会客室（洪崖洞解放碑店）
★公交线路乘坐：465、612、462、解放碑站下，或乘114、461、
466、612、401、465、601、到临江门站下，轻轨乘：2号线到临
江门站B1出口下

本公司因拓展市场需要，特来到重庆市区开展高价回收
茅台酒活动，在此敬告广大市民，只要您家中有1958年～
2018年各种款式，新的、老的“贵州茅台酒”均可以带到活动
现场由我们专业人士为您进行免费鉴定，评估，变现！本次公

开收购，价格透明，机会难得！一瓶不嫌少，十箱不嫌多！另
收2000年以前的高度五粮液，泸州老窖，剑
南春，郎酒，董酒，虎骨药酒，以及各种洋酒
等。老酒本身就难以保存，为了避免老酒出现蒸发，少酒，受

潮，品相破坏，价值丧失等现象。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市
民朋友，请您及时清理家中现有的上述老酒
进行变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高价回收茅台酒

鉴定 评估 变现

重庆站
(老酒收购)

活动时间：2019年 1月 23号—1月
29号中午12:00截止。请大家莫失良机！
对于年纪偏大或不便来现场的市民，重庆各
区我们提供便车及时免费上门回收服务，价
格不变。

咨询电话：
18883358957

（我们会在2小时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回
收，买卖自愿，非卖勿扰）

记者走访：
天晴6部电梯均未开放

前日中午，记者来到余松路立交1号人行
天桥，当天天气晴朗，路面并没有积水，而这6
部电动扶梯均未开放，来往行人也都径直走向
楼梯。

家住附近的陈婆婆经常往这里过，她表
示几乎很少遇到电梯开放的时候，但自己也
能够理解，“毕竟天桥上来往人流量少，不开
就不开吧。”

还有一名带着孙女经过的市民表示，自己
每周会经过天桥两三次，一般来说一周还是可
以遇到一次开放电梯的。对于电梯的开与不
开，老人表示开当然更好，不开也能走楼梯，影
响并不大。

天桥旁一家经营地暖的商户告诉记者，因
为长期呆在店内，他们对电梯的使用情况确实
不了解，但下雨天肯定是不开的。“对我们来说，
电梯开不开基本没有影响，所以也就没有那么
关注。”

环卫工人：
因下雨有积水暂时不开

天桥下一名环卫工人则否认了市民关于电
梯长期未开的投诉。她表示，因为头天下了雨，
电梯还有积水，机器不能运转，暂时才没开。“晴
天是经常开的，下雨天有个过程，毕竟这些电梯
都没有安装顶棚。”

随后，一位匆匆路过的市民驳斥了这种说
法，“乱说！我天天往这里过，电梯长期都不开，
如果觉得浪费那就搭个棚棚噻。”她表示，既然
修了，就应该最大化地利用起来，方便市民出
行，而不是作为摆设。

管理方：
两部电梯坏了正在报修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电梯长久关停
呢？记者来到渝北区龙山街道，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现在辖区内所有市政设施
都属于龙溪环卫所管理。

随后，记者又辗转来到位于新牌坊
三路的龙溪市政环境卫生管理所。有关
负责人表示，余松路立交1号人行天桥扶
梯是在2017年1月由重庆市市政设施管
理局移交到龙溪环卫所，就在上个月前，
其中的1、2号电梯发生故障，“由于存在
安全隐患，我们就将其他几部电梯一起
关闭了，并向施工单位提出了报修。”该
负责人表示，报修需要经过相关程序，所

以关停时间较长，他们也将争取尽快完成修
复。具体多久可以完成并重新投入使用，对
方表示暂时还不能提供准确时间。对设计
之初为何不考虑天气情况安装顶棚，他表示
龙溪环卫所仅作为管理方，设计相关情况需
联系当时的施工单位。同时，渝北区政府方
面也表示，一切以有关部门的回复为准，同
时也将督促其尽快完成修复。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赵帮
清 朱婷 受访者供图）昨日，大竹林至朝
天门观光轮渡航线成功首航。记者从重庆
市客轮公司了解到，即日起对外迎客，最低
票价5元即可乘坐，沿线可以欣赏到磁器
口、大剧院、洪崖洞等景观。

据介绍，此次开通大竹林—朝天门观
光轮渡航线，不仅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拥挤、
解决市民通勤问题，满足市民交通出行需
求。同时，还为游客提供水上观光和亲水
游憩服务，让本地以及外地游客可以感受
重庆两江魅力。据悉，执行大竹林—朝天
门观光轮渡航线现有2艘船舶，分别是交
运轮渡06和交运轮渡09，两艘船舶为姊
妹船，均为去年8月新建出厂。船舶总长
42米、船宽10米、满载吃水1.25米，设计
航速21公里/小时，核定载客350人。船
舶设有两层甲板，一楼为休闲区，设置舒适
的沙发坐椅，二层为无遮挡观景区，布置简
洁的观景木质长凳，能满足游客360度观
景需要，观景体验感良好。

大竹林至朝天门观光轮渡开通大竹林至朝天门观光轮渡开通
最低票价只要最低票价只要55元元

天桥电梯啥时开放？
和余松路立交 1 号人行天桥相

似，越来越多人行天桥增设电梯方便
行人，那么它们的使用情况如何？对
此，记者走访了我市几处修建了扶梯
或直梯的人行天桥。

在渝北区龙山路2号人行天桥共
有 3 部直梯，进出市民正在使用。天
桥下一名电梯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值
班，他告诉记者，电梯每天早上7点到
晚上9点开放，雨天不开放。“因为下
雨天可能造成电路短路，为了安全起
见会关停。”附近水果店老板告诉记
者，电梯是市妇幼保健院为方便孕妇
出行安装的，最近才投入使用。

位于江北区大庙公交站附近的人
行天桥因靠近观音桥商圈，人流量较
大。昨日中午，记者来到该人行天桥
看到，多个进出口共安装两部上行电
梯，正在运行，而行人也大多选择乘坐
电梯上桥。附近银行的一名清洁工人

却告诉记者，这两部电梯
其实很少开，开的时

间也较短，通常
上午9点、10点

才开，下午很
早就关停。
“电梯还经

常坏，因为
通 过 人 行
天 桥 的 人
很多，当然
是开着大家

更方便。”
在 观 音 桥

商圈工作的周小
姐告诉记者，自己从

南坪乘公交车到大庙公交
站，每天往返都会经过人行天桥。“下
雨天肯定不开，晴天偶尔也会关停，每
周大概能坐到两三次左右。”

乘坐注意事项
观光轮渡航线全程约22公里，分别在

朝天门交运二码头及大竹林凤栖沱码头始
发，单程航行时间约70分钟，全天运行8个
航班。

航班时间：
大竹林—朝天门：7：30、11：20、14：00、

16：40 凤栖沱码头发航
朝天门—大竹林：9：30、12：30、15：30、

18：00 朝天门交运二码头发航
航班票价：
工作日大竹林7：30和朝天门18：00的

市民通勤航班票价5元/人
工作日其他6个航班以及节假日航班

的票价均为20元/人
沿途景点：
朝天门广场、重庆大剧院、洪崖洞、千

厮门大桥、鎏嘉码头、李子坝轻轨站、重庆
创业天地、重庆大学、磁器口、重庆佰富江
景高尔夫俱乐部、大竹林凤栖沱等

天桥扶梯
为何经常不开？

▶建新北路人行天桥共有
两部上行扶梯，行人多选
择电梯。

▲余松路立交1号人行天
桥六部电梯均未开，行人
只能走楼梯。

▲观光轮渡码头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王乙竹
摄影报道

位 于 北
环红星美凯
龙旁的余松
路立交1号人
行天桥为方便
行人上下，在各
个进出口设置
了共6部电动扶
梯，但近日却有市
民向上游新闻曝
光台爆料，这几部
扶梯长期不开，形同
虚设，不仅浪费资源
也让行人感到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