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凌晨，江苏男子王某因精神病

发作，手持剪刀称要自残，并将妻子带

入自贡市一加气站，与警方对峙。随后，

经民警1个多小时的劝说， 该男子终于

放下剪刀，同意到医院接受治疗。

12日凌晨20分许， 自贡市汇东公安

分局丹桂派出所民警范波接到报警电

话，一名男子称“有人要害他，请求警察

保护”。范波介绍，民警赶到男子所在的

酒店后才知道，男子姓王，30余岁，江苏

人，与妻子到自贡办事。因患有间歇性

精神病，突然病发，才无故报警。

范波说，警方经其妻子同意，决定

开车护送他们去医院。 谁知在半路，王

某突然摸出一把剪刀顶住自己的下颚

要求下车，否则自残。王妻向民警提出，

她陪丈夫下车，并安慰丈夫。下车后，王

某拉着妻子，坐上一辆出租车往荣县方

向驶去。无奈之下，民警只好驾车跟随。

王某拉着妻子上出租车后，出租车司机

发现他的不正常举动。“可能是吓着了，

他竟然把车开到了加气站里面。” 范波

说，凌晨1时10分许，出租车进入贡舒路

加气站，司机佯装加气，随后下车逃走。

王某架着妻子待在加气站里，始终

握着剪刀，一个劲地自言自语。由于加

气站地势平坦，不适合强行制服，警方

决定劝服男子。 但王某情绪时好时坏，

一直不让民警靠近。凌晨3时30分许，双

方僵持已3个小时。此时，王某情绪相对

稳定，一名民警开始与他交谈。民警对

王某说：“已经是凌晨了，你一个大男人

把老婆拉出来，不让她休息，这样怎么

当一个好男人、 好老公？”“我要是你，

就放下剪刀，好好治病，病好了，好好照

顾妻子……”最终，王某同意放下剪刀，

随后在民警陪同下前往医院。 目前，王

某情况稳定，已和妻子回到江苏。

钟翔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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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理财公司老板离婚了

投资者受惊 纷纷要“撤漂”

老板夫妇否认离婚 南充市金融办已介入协调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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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转让
●二仙桥2.5环上黄金口岸450平
餐饮转13880905300
●青羊769平火锅转13688389299
●转市中400平中餐18113112275
●一环内600旺餐转13084449198
●五块石车站餐转13198590908
●西门1300火锅转13518133889
●北900平火锅转让13980711475

●一环路内旺餐转15388212160
●转房租低280火锅13699013238
●转品牌火锅280平13666273584
●财富又一城700平火锅全新精装
修18280177819陈先生
●转龙桥300平火锅13541205829
●北大街旺餐70平13981885681

●市中心旺餐优转13558671626
●中餐170平低转13688304889
●380,680平火锅转13438463296
●无转让费中餐转18281519200
●耍都900平餐饮转15680107777
●外双楠500平火锅18908070955
●奥克斯旺铺转让15044394466
●交大好口岸600平13882058199
●沙湾旁840平餐转15884551312

●千平餐厅承包转13350098778
●红星路冒菜馆转13183868614
●群星路120旺餐转15184337383
●81平旺铺中餐转让89807081
●转黄金口岸75平13088063878

美容美发转让
●建设路金域蓝湾楼下210平精装
美发旺铺招租13881855962

店铺
●外双楠栖霞路37号900平米商铺
转让停车方便13808061639
●转科华北路旺铺13808061639

●西门旺铺企业转项兑店优越
2300平广告勿扰15680711118陆
●低价急转武侯大道双楠段305平
米铺面转让,电话13438820133
●优租二楼商铺13881826087
●簇桥二类汽修厂13548092255
●诊所转让或合作13882279490
●出租1300平李家沱二楼商铺,房
租低无转让费,18502838288

●急转南门洗车场13881966186

●草市街十字路口，旺铺优转，联系电
话：18683692222

●城北一环旺铺转13688099100

厂房租售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平
出租水电气齐15882044508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蛟龙港8400平工厂水电气齐可
供制衣制鞋电子类企业87076496
●成都市青白江佳飞市场旁2万平
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航空港鞋城厂租18682698997

●青羊总部厂房租13350878520
●新津工业区厂房13982104638
●金堂5千平厂房租13708006115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二仙桥十里店路8000平厂库房
出租可分租电话13281208819

●厂库房租售: 西二路库房优租
13458653132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蒲江川西旅游环线120亩土地及
房屋整体出让13881997329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新酒楼.别墅招商18780096013
●位于成温路三环外，青羊工业开
发区对面，约二十亩二类出让住宅
用地转让，拒中介 ． 电话：
13308088059联系人：王先生
●www.scyier.com寻股东合作

●金沙会所转让18628316277王
●低租十陵商办楼13908193839
●融灿投资好项目咨询85952803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348950679
●收购出租车公司13198543600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旺铺诚招培训机构、酒店、专科
医院、中型餐饮：85160667

●科华北路餐饮旺铺求合作
800平精装修13981763344

传闻老板离婚

不少客户希望拿回投资本金

“尊敬的客户，由于聚宝堂公司水泥厂项

目上出现问题，请各位客户到公司，张总会给

大家一个解释。”昨日早上，南充某工厂退休

工人王女士收到一条投资公司的短信， 隐隐

有些不安。此前，她将10万元交给该公司投资

一个酒店项目。

下午两点，她赶到聚宝堂投资理财信息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聚宝堂公

司”），此时，已有众多和她一样的投资客户

聚集在该公司门口， 要求退还投资本金，但

均被工作人员以“公司目前没有现金”为由

拒绝。

而在前一天晚上，这样的情形已在聚宝

堂公司门口发生过，原因是不少客户听说老

板离婚，老板娘分走巨额财产，老板即将破

产。不少客户希望能尽快拿回自己的投资本

金。“我们投入的钱都是血汗钱，要是收不回

来，今后的日子咋过哦。”昨天下午，几名投

资客户聚在一起，对现在的情形有些担忧。

老板无奈辟谣

将结婚证复印件贴公司门口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得知， 聚宝堂公司的

注册资金为2000万， 经营范围为投资理财信

息咨询服务。其法定代表人为张经和。

据现场投资客户反映，14日下午起，聚宝

堂公司就未支付本金、利息了。一直守在公司

的老板娘王燕解释， 因为谣传我离婚分走了

财产，太多的投资客户来兑付，造成了一时的

现金紧张。

昨天，在聚宝堂公司的外墙上，落款为张

经和、王燕的多张告示表示：由于近期有人传

言我与老婆已离婚，分割走财产几千万元，造

成部分到期、 未到期客户集中在几天内挤兑

现金近2000万， 使得按计划预留现金周转短

暂困难。目前老板名下有土地、房产、以及工

厂、酒店等，总价值超过4亿元，完全有能力偿

还投资人债务。

老板夫妇还在公告中保证：“一旦资金到

位我将向投资客户支付本息，我愿一无所有，

不愿损失客户一分一厘”。

此外，夫妻俩还将结婚证复印件张贴在

公司门口，希望对“被离婚”一事辟谣。

南充市金融办：

当事企业有能力偿还债务

昨天下午， 七八名聚宝堂公司的投资客

户一起前往南充市金融办， 希望金融办能给

一个投资是否会打水漂的准信。

金融办一工作人员介绍， 在获悉聚宝堂

公司暂时不能向投资客户支付本金利息一事

之后，4月14日下午， 金融办派员前往聚宝堂

投资理财公司了解情况， 并对该公司的账目

以及老板个人资产等进行调查摸底。

据悉， 从聚宝堂公司目前的账务情况来

看，公司的投资客户有1000人左右，公司共借

出去1.2亿元资金左右， 其个人资产有能力偿

还，不过，该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

“从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聚宝堂公司及

老板个人名下的资产，是能够偿还投资者债务

的。”金融办一工作人员说，在查明原因后，将

协调各方力量，拿出解决方案，尽全力维护投

资者合法利益。在南充市金融办办公室，一位自

称聚宝堂公司会计的女子介绍， 此前老板将大

笔资金投放给外地一家水泥厂， 不料该水泥厂

濒临破产，因此导致资金紧张。对此说法，成都商

报记者随后联系上张经和本人，并得到证实。

不过，张经和说：“我现在不是公司的董事

长了， 三个月前已将公司过户到老婆名下，她

现在才是公司董事长。目前我们已将公司的所

有资料交给相关部门，我们不会欺骗客户。”

风投“潜规则”：

老板离婚三次，想要投资，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如今， 创业者婚姻状

况已成风投考量标准：离

婚三次难觅风险投资。

什么样的创业者让风

投敬而远之？资深风投专

家谈到了业内的不成文

标准。 和灵资本董事长卞

华舵参与的投资有40多

个，间接投资有200多个，

对创业者可谓 “阅人无

数”。他表示，投资界评判

企业风险的标准有很多，

近两年有一条标准越来越

重要， 那就是创业者的婚

姻状况。 创业者第一次离

婚问题不大， 两次也马马

虎虎， 但是如果离婚三次

问题就大了， 至少他很随

意，或者他看人不准。

近日， 因坊间传闻南

充一投资理财公司老板和

妻子离婚， 妻子带走大量

财产， 公司已拿不出现钱

来支付投资客户的本钱和

利息， 该公司众多投资客

户聚集到该公司门口希望

拿回投资本金， 却被工作

人员以“目前没有足够的

现金支付”为由回绝。

昨日， 当事投资理财

公司的老板表示， 离婚一

事纯属造谣，不过，公司投

资的一个水泥厂项目倒

闭，确实有些损失，但肯定

会保护投资客户的利益。

目前， 南充市金融办也已

介入协调处理此事。

近日，京东商城创始人、CEO刘

强东新恋情曝光，引爆公众对企业家

私人生活关注的又一热点。这桩个人

私事引发的不仅是八卦的热情，还有

对电商市场格局走向的揣测。在分析

人士看来，企业家私人生活投射的影

响远超家长里短。

“在公众眼中，企业的领导人形

象与企业品牌是一体的，对企业家感

情生活的要求自然会与对这家企业

的期待息息相关。”互联网分析者谢

璞说。 针对刘强东事件， 他撰写的

《一杯西红柿味道的奶茶》被大量转

载，在文中他指出：一切的情感纠葛

都是有利益诉求的。

从刘强东到王石，公司价值或股

票因感情因素受影响并不鲜见。在谢

璞看来，感情是私事，但是涉及公司

的发展就不再只是私事了。

“一家企业、特别是股份制企业

所有者间的关系会影响到员工的就

业、 财政税收及它的顺利上市。”上

海沪家律师所创始合伙人、上海市律

师协会民事委员会主任贾明军律师

说，自2011年起，他带领的团队已经

代理了50多起拟上市、上市公司离婚

案， 包括土豆网创始人王微离婚案、

赶集网总裁杨浩然离婚案等备受关

注的案件。

贾明军认为，婚姻和家庭的变动

是企业家的私事，但对企业来说也可

能是致命的

因为离婚影响公司走向的案件屡见不

鲜，“中国巴菲特”赵丙贤离婚案影响了沃华

医药； 蓝色光标董事孙陶然与前妻近乎平均

地分割了公司。离婚案涉及经济、婚姻等复杂

的法律关系， 家庭生活中有太多不能为外人

道的细节， 雇佣私人律师在企业家圈子里颇

受追捧。

贾明军回忆，企业家的离婚案中，丈夫打

败妻子或者妻子击倒丈夫都不是最终目的。

两人彼此追求的都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因

此和解调停是首要目的。

在贾明军代理的离婚案件中， 土豆网创

始人王微与前妻杨蕾的纠纷就是一个损失惨

重的例子。

2010年8月土豆网获得了第五轮融资，同

季度亏损额降至上季度的八分之一， 申请赴

美上市被纳入日程。此时，杨蕾在离婚后向法

院提出分割王微名下三家公司。 这场争夺战

历时数月，土豆网因为诉讼“股份冻结”的消

息一度传出，官方给出了“审计问题”、“王

微静默期发言违反规定”等原因来解释上市

的拖延。

2011年8月17日， 土豆网终于坎坷上

市，筹资1.74亿美元。此时距其向SEC初次

提出申请已过了将近9个月，距乐视登陆A

股创业板已经一年、 距酷6借壳上市近两

年。 与土豆同期提交申请的优酷已于2010

年12月8日实现IPO，中概股爆发，融资2.33

亿美元，继而增发6亿美元。2012年，优酷收

购土豆。

创始人陷“离婚大战” 土豆网上市一度被拖延

案例

和土豆网同病相怜， 上市计划被创始人

婚姻纠纷撞上的还有台湾自主服装东京着

衣，以及真功夫和赶集网。赶集网创始人杨浩

然前妻王宏艳察觉到他有意以红筹模式上

市、多次注资赶集网的海外公司，起诉杨浩然

“恶意转移财产”。餐饮连锁品牌真功夫创始

人的感情纠纷，将其中一位送进了监狱，上市

自然黄了。

在纷纷扰扰中，股权纠纷是关键词。因为

股权的不确定性， 家庭和婚姻会给产业带来

极大的不确定性。

创始人争夺股权， 为获得谈判筹码互相

揭老底，导致公司遭受处罚，甚至将高管送进

监狱；离婚拉锯战会耽误发展时机，拖延公司

上市；股权变动有可能割裂公司，甚至被纳斯

达克强制退市。

在公民财富传承管理集团法律部主任陈

凯看来，杀伤力巨大的并非只有离婚案，传承

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根据美国《福布斯》发布的 “2013年中

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 中国上市家族

企业“二代”接班人走向前台数量激增，“企

二代”时代逐渐到来。陈凯在工作中发现，两

代人有时会有明显的管理理念差异，当这样

的差异引发股权之争时，公司的发展将陷入

僵局中。“企二代” 婚后继承的家庭产业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旦离婚，财产分割会对

公司经营权造成风险。碧桂园就遭遇过这样

的问题。

企业家离婚 财产分割会对公司经营权造成风险

风险

在高曝光的离婚案件中， 企业家背后的

妻子角色往往成为舆论密集关注的对象。一

方面，公司多在丈夫名下，他们也因此获得了

更多的社会资源，相应的，妇女儿童的权利更

需要保障；另一方面，妻子多与创始人是白手

起家时相识， 大多并不具备执掌公司等相应

的能力，若分得公司的重要管理权，对于公司

来说并不是好事情。

国外企业普遍有防护机制， 保障创始人

的家庭问题与企业的管理有一道清晰的界

限。 企业创始人遭遇监禁等突发问题也有相

应的预案。2013年末，默多克和邓文迪的离婚

案曝光，同样曝光的还有两人的婚前协议，这

一纸文件保障了新闻集团管理权的完整性。

但并不是所有国人都能完全理解还没结婚就

谈怎么离婚。

“在这样一张文件上签字，很多人感情

上接受不了。”陈凯说。

贾明军介绍， 受土豆网等案件高曝光率

影响， 目前国内接受离婚协议的主要是财产

相差悬殊的夫妻，还有一些“企二代”。这些

人多有海外学习的背景，相对接受这一做法。

目前国内此类防护机制主要是信托和保

险。 相关保险用理财的瓶子装了财产划分的

酒，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创业者，虽然方式不算

灵活，但很受欢迎。

据中国青年报、楚天都市报

国外企业家通过婚前协议 防止婚姻影响企业完整

界限

盗窃嫌疑人扮“影帝”

派出所内突发“癫痫”

他们面对演技高超的小偷， 不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层层剥开了貌似“影帝”

的嫌疑人丑陋嘴脸。36小时的较量，金牛

公安分局曹家巷派出所民警成功将一名

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3月27日，凌晨2时许，家住曹家巷工

人村1栋5楼的一位居民，突然发现对面2

栋有人沿着煤气管道， 爬进2单元4楼31

号一住户家中。他迅速报警，民警崔勇、

易辉火速赶赴现场。10分钟后，一名30多

岁的男子从2单元3楼楼梯匆匆走下来，

民警立即盘问， 并在二楼过道找到他扔

在地上的一顶帽子和一双黑色手套。该

男子不回答任何询问， 民警只能将该男

子带回曹家巷派出所调查。

夜里3点， 派出所值班室灯火通明，

一场闹剧就此上映。民警调侃道，这位嫌

疑人的表演迷惑性极强， 堪比奥斯卡影

帝。当时，民警裘实正准备给该男子登记，

只见男子突然口吐白沫，手脚发抖，眼睛

翻白，“砰”一声重重摔在地板上，病情和

突发癫痫非常相似。在全身“抽搐”了一

分钟之后， 男子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心

脏病突发！马上急救！”民警见状大吃一

惊，立即拨打了“120”。

经医生紧急诊断， 数据显示一切正

常。医生悄悄告诉民警：“他的身体没有

问题。”医生离开后，该男子在派出所里

继续装聋作哑。面对民警问话，他一声不

吭， 仍用精湛技艺表演着各种心脏病突

发症状，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

在民警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的同

时，派出所值班刑警赵勇、陈刚也迅速对

其鞋子、帽子、手套等随身物品拍照，固

定了证据， 对鞋子底部花纹仔细进行了

分析。赵勇、陈刚认为，该男子极有可能

是一名多次作案并在辖区附近居住的惯

偷。随后，办案民警深入曹家巷工人村开

展调查走访，终于查出该嫌疑人身份：王

某，男，42岁，南部县人，暂住在曹家巷工

人村2栋1楼，就是当天被盗现场的楼下！

经警方调查，确认王某涉嫌在2012年7月

与2008年4月分别在辖区入室盗窃两起，

王某最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其已被刑拘。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男子精神病发

持剪刀与警方对峙

后被警方劝服前往医院治疗

聚宝堂公司门口贴着多张告示，还贴出了老板和老板娘的结婚证复印件

核心

提示

事实上，企业家离婚还真不只是八卦私事，有时候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