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有报道称， 苏州市客管处下发

通知， 明令禁止苏州出租车司机使用社

会打车软件，这在国内城市中尚属首次。

苏州市客管处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苏

州对所有打车软件都持开放态度， 只要

该软件愿意接入苏州市出租车电召平

台， 接受统一监管。 昨日嘀嘀打车则提

出，接入该平台不利于大数据的计算。

苏州的哥用嘀嘀 将被扣分

苏州市客管处表示， 苏州市客管部

门日前确实对出租车企业下发了《关于

禁止使用“嘀嘀打车”等手机召车软件

司机端的告知书》， 要求企业告知出租

车驾驶员，禁止私自安装“嘀嘀打车”等

未经客管部门允许接入的打车软件。目

前， 苏州强生和交运等出租车公司均已

与驾驶员签订了承诺书， 驾驶员如被发

现私自使用手机打车软件， 将被严肃处

理。相关出租车企业负责人称，这个“处

理”，更多的是警告和教育；如果反复劝

说无效的，将会以“不诚信经营”记录在

案，并扣除相应分数，达到一定分数，要

重新参加学习培训。

对于这份通知， 有媒体解读为是苏

州市客管部门对社会打车软件的 “封

杀”，并称“嘀嘀打车”酝酿退出苏州。目

前苏州客管部门准入的6款打车软件中，

除了5款本地软件外，还有“快的打车”。

嘀嘀称接入电召平台是“阉割”

嘀嘀打车昨日对成都商报记者回

复，“我们一直高度配合政府的监督和

管理，在北京、深圳和重庆都是全国第一

家全面接入政府电召平台接受监管的手

机打车软件公司， 其中的北京交委实行

的‘只监管，不调度’的‘北京模式’已

广受社会各方的欢迎和肯定。”

嘀嘀打车表示， 接受监管不等于接

受扭曲核心技术模式，“嘀嘀打车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基于大数据

计算分析之后的精准订单推送和调度。

而苏州要求嘀嘀接入的统一电召平台技

术落后，无法实现大数据计算，剥夺了我

们最核心的‘精准推送’ 和“调度权”，

阉割了嘀嘀的技术模式和创新。”

“而且，接入该电召平台还需要向

运营该平台的企业每年缴纳4.8万元接

入费用。”嘀嘀打车表示。但据人民网报

道， 苏州市客管处电召中心费主任否认

打车软件接入电召平台需缴纳4.8万元

服务费，他表示，“没有向打车软件公司

收取过任何的服务费。”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快贷投资专栏

宝宝里取大钱 立赎立回有点难

继理财通调整赎回规则后，余额宝超5万元的赎回不再实时到账，互联网理财T+0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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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

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55元和145元，测算到零售价

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提

高0.11元和0.12元， 调价执行时间为4月24日24

时。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油价上调为国内

油价今年第二次上调， 上一次上调是在今年2月

27日，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05元、200元。

国家发改委表示，4月中旬以来，受地缘政治

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油价震荡上行，前10个工

作日平均价格有所上涨。

记者获悉，此次油价调整后，成都地区国三

90号、93号汽油每升均上涨0.12元， 分别上涨至

7.02元/升、7.49元/升。97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

均上涨0.13元，分别上涨至8.07元/升、7.37元/升。

国三98号汽油每升上涨0.15元至9.28元/升。此

外， 国四汽油方面， 国四90号汽油每升上涨0.11

元，上涨至7.23元/升；93号、97号汽油均上涨0.13

元，分别上涨至7.72元/升、8.31元/升；0号柴油上

涨0.14元，上涨至7.96元/升。

成都商报记者 熊玥伽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7

� � 民间借贷常常遭遇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快贷投资）依靠强大的资源整合能

力和团队执行能力， 能够实现30分钟内

从45家合作银行中为客户匹配最合适的

融资方式，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最

快一天放款。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前往位

于成都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

心 ， 也可拨打快贷便民金融热线

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7

厘 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名希望贷

款的客户正在听该公司总经理何娟讲解

最新的银行政策。据了解，合作银行专门

为快贷中心配备了放款额度， 能保证顺

利放款。同时，快贷中心还推出了低于同

期银行利率20%、 最低至5.7厘的贷款利

息，品种有随借随还、5年先息后本、住宅

可放大150%、商铺可放大100%。在实际

业务中，个别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等问

题，在部分银行不能正常贷款，快贷中心

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在45家银行中

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最高可以

贷到150%，不足部分可通过办理大额信

用卡等方式解决。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贷 手续简单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按揭房或者按

揭车，在快贷中心当天就能拿到钱。并且

最高额度可达200万元，不需要做任何抵

押。据介绍，快贷中心也可提供短期应急

贷款，有速度快、额度高、方式灵活等特

点，最快半小时就可放款，额度最多可达

评估价的100%。

无抵押轻松贷款

200

万 额度高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按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 购房合同

证明和稳定工作的凭证， 就可享受由快

贷中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3天就

能拿到贷款。在快贷中心大厅，笔者遇到

了做杂货生意的周先生， 他希望扩大门

店，但不知如何解决启动资金。通过朋友

介 绍 ， 周 先 生 打 通 快 贷 VIP 热 线

028-66623666， 当天下午就凭借按揭车

手续贷了30万元。 通过实地调查周先生

的经营门店， 快贷中心又追加了30万元

贷款，而且利息优惠了很多。

（文

/

张蒙）

年内油价第二次上调

成都地区国四93号汽油每升涨1角3

余额宝超5万赎回不再T+0� �

� � 昨日开始， 余额宝超过5万元的大额赎回

将不再享受T+0，而变成T+1甚至是T+2。根据

支付宝发布的公告，自本月24日开始，转出日

累计超过5万元的，将默认为普通转出，在转出

时间上， 若用户在工作日当日15点前申请转

出，则在下个工作日24点前到账，也就是T+1；

而当日15点后转出的，则必须在下两个工作日

24时前方能到账，也就是T+2；此外，非工作日

提出转出申请，也会在下两个工作日24点前方

能到账。

不过，当日在支持银行服务时间内累计转

出到银行卡小于等于5万元的， 用户仍可通过

这两种方式实现5万元以下赎回的T+0，可2小

时到账。

支付宝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主要是根据

用户的使用情况进行优化调整。此外，支付宝

规定，从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次数为每天3次，

余额宝转出到支付宝余额则不受转出次数限

制。同时，转出到余额宝与余额宝消费共享限

额为每日5万元，每月20万元。

理财通月初调整赎回规则

本月初， 腾讯理财通也曾调整了赎回规

则，新规则在增加普通赎回“T+1”方式的同

时，对原有的快速赎回“T+0”增加了限制。具

体为，单笔2万元以下（每天3笔）的快速赎回

方式在17：00前实行T+0， 而17点以后的实行

T+1.而普通赎回（不限金额）则执行15点前

实行T+1，15点以后实行T+2。同样，普通赎回

则比快速赎回要多获得至少一天的收益。

昨日，记者注意到，数米基金现金宝也出

现部分不能快速提现的现象。 一时之间，以

“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T+0”赎回方

式趋紧。

综合余额宝和理财通的赎回可以发现，从

最初无限制的T+0开始， 赎回渐渐受到了限

制。分析人士认为，“步步收紧”的原因主要有

两个，首先，传统银行对互联网理财资金管理

日趋严谨；其次，日常货币基金都采取T+1的

方式， 此前T+0方式部分是公司自己垫资，但

随着资金的高频率、大额度流出将对货币基金

正常运作造成一定影响，基金公司和相关的网

络销售平台必须在客户体验与成本控制上做

出平衡。

宝宝收益已徘徊在5%边缘

记者昨日查阅互联网理财品收益率发现，

七日年化收益率余额宝为5.1520%、 理财通

5.2860%等，均徘徊在5%边缘。那么，“宝宝”

的收益率还会不会下降？

银率网分析师殷燕敏预计， 在市场资金状

态保持相对宽松的状况下， 货币基金收益或将

继续下滑，回归3%~4%的常态水平。”华泰证券

基金行业分析师王乐乐指出，这类产品的收益率

下行和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这段时间以

来市场资金面宽松，利率下行，互联网理财品收

益率自然也就下降，降到4%左右都属于正常。

不过，殷燕敏也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公司

的理财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未来将更多地体现

其庞大的用户量优势，成为各类理财产品的代

销渠道。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朱丹丹

苏州回应“封杀”嘀嘀打车：

从没收取过

4.8万元接入费

新浪涉黄拟吊销“两证”

中概网络股集体受挫

拟去美国旅行的成都市民王小姐要提供一份资产证明，但她的钱都放在余额

宝里，昨日，王小姐打算从余额宝赎回10万元到银行卡，可赎回时发现，到账时间

已经变成明日，“我需要多等至少一天”。伴随着收益率持续下行，“宝宝类”互联

网理财产品“T+0”赎回趋于收紧。继理财通调整赎回方式后，余额宝也规定超过

5万元的大额赎回将不再享受“T+0”，而变成“T+1”甚至是“T+2”。

昨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

办公室通报称，根据群众大量举报，查

处了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浪公司） 传播淫秽色情

信息一案， 并决定拟吊销新浪公司的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和《信息网络传

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依法停止其从事

互联网出版和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业

务，并处以较大数额罚款，涉嫌构成犯

罪的部分人员已经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调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

被查处的通报发布后， 新浪公司第一

时间发布道歉声明， 称正与主管部门

进行密切沟通和配合，力争尽快解决。

据了解，整改结束前，新浪部分视频业

务属不合法，暂时不能继续运作。

业内人士分析， 此次拟被吊销

“两证”，可能会对在美国上市的新浪

股价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昨日22时30

分记者发稿，新浪（NASDAQ：SINA）

报50.38美元， 跌2.89美元， 跌幅为

6.21%。此外，中概网络股中，欢聚时代

跌7.92%， 优酷土豆跌4.21%， 搜狐跌

3.44%，酷6网跌3.33%。

多家文学网站“系统维护”

通报称，经核实，新浪公司在其开

办的新浪网读书频道中，登载了《全村

女人的梦中情人：极品小村医》等20部

淫秽色情互联网作品。 在新浪拍客等

视频节目中，登载了《女子交响乐团》

等4部色情互联网视听节目。 这些作

品，有的长达500多章，有的点击数量

达数百万次，宣扬淫秽色情，危害社会

公德，影响范围极广，严重危害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

此外，执法部门还查证，新浪网存

在未按许可证载明事项， 从事互联网

视听节目服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

法律规定， 新浪公司有要求举行听证

和提起行政复议等权利。

据悉，随着全国“扫黄打非·净网

2014”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近期多家

网络文学网站关闭，包括3G书城、幻剑

书盟、 红薯网等有一定知名度网站均

无法访问，显示系统维护的通告。

事实上，新浪网读书频道4月14日

就已在其官微发布声明， 称该频道因

出现涉嫌不良内容作品暂时关闭，开

始进行自查自纠行动， 将针对个人作

者和第三方团签的不良作品筛查清

理，结束后恢复上线。目前搜索新浪读

书域名， 将会自动跳转到至新浪网教

育频道。

根据通报， 新浪网在2013年就先

后两次因传播含有违禁内容的互联网

出版物受到行政处罚。

涉黄背后的利益驱使

毫无疑问， 网络涉黄一直是潜伏

在网络中的一个“毒瘤”。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新浪网在

门户中较有影响力， 严查可起到杀一

儆百的作用。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在2004年联合发布的 《关于

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

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

子信息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

息犯罪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

罪的违法所得、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

法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罚金数额

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而在2010年修改的《解释》中，司

法规定， 广告商赞助淫秽网站构成犯

罪，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在如此严厉的法律规定下，仍有部

分网站顶风作案。上述人士表示，网站

涉黄的目的都很明显， 就是为了牟利。

有些是为了提高pv（页面浏览量），有

些是为了此后的增值服务，如一些读书

频道的付费阅读等等。此外，网站内植

入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内容形式多

样，图片或者视频短片等，致使近年来

我国网络环境中色情传播泛滥。

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浪公司拟被

吊销的“两证”中，《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许可证》是很重要的一个证，规

定其依法停止从事网络传播视听节目

的业务。理论上讲，所有的网站传播音

视频节目以及提供UGC平台让用户上

传音视频，都

需要这个证件

作 为 合 法 保

障。也就是说，

新浪网视频在

没有整改重新

申请获批前，

其暂时不能做

相关业务。

昨 日 ，

《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一直

试 图 联 系 新

浪相关人士，

但 截 至 发 稿

时，未获得正

面回复。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张斯

记者23日从深圳市公安局证实，根据

群众举报，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

播淫秽信息，公安机关正在核查中。

公安机关正在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

情信息专项行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

部13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

情信息专项行动的公告》， 对网上淫秽色

情信息进行全面清查，依法严惩制作传播

淫秽色情信息的企业和人员。

新华社

深圳快播涉嫌传播淫秽信息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