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陈满依旧没有听亲朋好友的劝说去报
警。陈满去成都后也没有回家，其家人也感到了压
力，不愿过多谈及此事。

昨日上午，绵竹警方主动与陈满取得联系，陈
满告诉警方，他正在考虑最近几天就去成都报警。
电话里，民警告诉陈满，希望他尽快报警求助，但
陈满表示自己会处理好此事，适当的时候会回去

报案。民警希望与陈满见面，给他一些建议，被他
拒绝，然后陈满挂断电话。随后，民警也曾上门查
看，但陈满并不在家。几位陈满的邻居向成都商报
记者证实，陈满2月26日下午走出小区后，就没有
看到他回来。“民警告诉陈满母亲，根据公安掌握
的情况，陈满可能已上当受骗。”绵竹警方一民警
介绍，民警把电话留给了陈满的母亲，希望陈满回

家后与绵竹经侦大队或辖区派出所联系，如果陈
满需要到成都报警，绵竹警方也可以协助。

昨日，眉山市公安局相关人员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昨日，接到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通知，要求各
市州摸排有无维卡币报案和线索，经过核查，截至
昨日中午，眉山市内暂无维卡币报案和线索。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省公安厅通知各市州摸排维卡币线索
陈满昨日仍未报警 绵竹警方主动上门但没见到他

知情人士绘“维卡币”链条树状图
蛊惑陈满投资的开建公司呈典型家族特征

起底维卡币

家族生意王国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梁村，田间地头已经山花烂漫，
如果不是成安渝高速路成都收费站施工建设，大梁村4
组的施工工地是一片油菜花田，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不会
知道，世代耕作的土地下，还“睡”着一位北宋高官。

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地现场抢救性发掘
结束，两座大型宋代砖室墓引起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
出土文物虽然不算精美，但墓主人的身份却曾显赫一
时，根据墓地出土的墓志，考古人员推测这是龙泉十陵
一处何氏家族墓地，而在进一步清理中，考古人员发现，
墓主人竟是官至尚书右丞的何郯，在《宋史》中还能看到
关于他的传记。

砖质实心俑 四川宋墓首次发现

记者在考古发掘现场看到，两座砖室墓皆为南北向
双室墓，两墓南北向排列，棺椁已腐蚀，其中编号M1的
墓室，建有一条长约4.9米的斜坡墓道，长方形的墓室
长约5米，宽约3米，墓底用青砖铺设整齐。据现场考古
负责人龚扬民介绍，M1西室附近采集彩绘砖俑、瓷碗、
瓷罐、梅瓶等近10件，并存“太夫人归葬别志”一盒。“墓
葬时代在北宋嘉祐年间。”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另在东室
墓底出土彩绘砖俑、陶俑20余件，出土“宋故给事夫人
河南郡太君宇文氏墓志铭”一盒。据墓志内容“儿子当
官”等内容推测，M1为何郯父母合葬墓，其中被破坏的
西室是其父何给事墓室，东室是其母宇文氏墓室。

相较父母的合葬墓，靠在一侧的M2何郯墓被盗掘
的情况就要严重一些了。“应该早在宋代就被盗墓贼光
顾过。”龚扬民推测，里面原本应该还有一些金器。

从发掘情况判断，本次发掘的两座何氏家族砖室墓
为目前四川地区已发现宋墓中规模罕见者。墓葬出土精
美文物60余件，其中部分彩绘俑为砖质实心俑，为目前
四川地区宋墓中首次发现。据考古人员介绍，从汉代以
来出土的陶俑来看，陶俑中间都是空心的。

考古人员还发现，建造墓室的砖都比普通宋砖要
长，“包括里面的随葬物品，都是专门定制的。”考古人员
介绍，这些东西并不是随便在市场上买的，而是为这个
家族专门烧制的。

墓志留存信息 墓主为北宋官员何郯

尽管墓室被盗扰和破坏，但出土的三盒墓志和一方
买地券都保存较好，为墓葬年代判断提供了依据。虽然
何郯的墓志没有留下，但旁边一盒“宋安德郡君程氏墓
志”，锁定了墓主人的关键身份信息。据史料记载，何郯
曾在山东德州担任过安德都尉。龚扬民介绍，好在何郯
在当时显赫一时，关于他的事迹在《宋史》中都有记载。

“何郯，字圣从，本陵州人，徙成都。第进士，由太常
博士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言事无所避”。根据记
载，何郯是苏东坡的老乡，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为
官前期主要担任御史，他“不阿权势，有直声”，对皇亲国
戚都敢于批评弹劾。这位北宋官员还精通音律，是一位
非常有情调的人。

珍贵考古材料 墓中可见道教文化盛行

在墓室中，大量至道元宝、祥符元宝和皇宋元宝等
铜钱出土，并留存有五方真文券残片这些道教元素。在
何郯母亲的墓志中还出现了”道人“的字眼。这证明当时
他们一家信仰道教。

据《宋史》记载，何郯官至尚书右丞，最终“以尚书右
丞致仕”，退休后到了宋代著名的道观玉局观主持工作，
这个地方也是当年苏轼“召还提举玉局观”的地方。这也
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大措施，国家官员退休后可以享受
待遇，但是不能到地方担任郡守这些要职。

考古人员介绍，何郯夫妻合葬墓及其父母合葬墓
的科学发掘，为研究宋代政治、历史、丧葬制度提供了
珍贵考古材料。不过，由于成安渝高速路成都收费站
项目在施工过程对其造成了部分损害，文物部门也希
望基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文物保护意识，避免此
类事情再次发生。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记者 张直 实习生 唐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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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
和排列5”第17051期 排列3中奖号码：
444，全国中奖注数21275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44488，全国中奖

注数96注，每注奖额10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
透第17022期开奖结果：前区02、03、09、17、24 后区06、
12。一等奖0注，追加0注；二等奖39注，每注奖金250053
元，追加12注，每注奖金15003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51期开奖结果：702，单选894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1055注，单注奖金173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022期
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2、03、08、16、28、06、26，特别号
码：30。一等奖0注。二等奖18注，单注奖金11117元。奖
池累计金额1400838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
都

今日 阴 6.5℃~15℃ 北风1~2级
明日 阴 6.5℃~16.8℃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宋史》有传 官至尚书右丞

龙泉驿古墓里
“睡”着位北宋高官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四川开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共有两名股东，一是田某某、一是
马某。有知情人士表示，田某某和马某，实际
上就是夫妻。

其中，田某某下面主要有三条线。一是
其妻子马某。另外两人，则是马某的弟弟和
妹妹。梨视频曝光的短视频中，马某弟弟出
镜了，就是里面的操作人员。马某妹妹，则负
责上课和注册账号。

与此同时，马某还有另外一路下线刘某某
和郭某。特别是刘某某，由于市场开发能力较
强，下线众多。以至于确切下线，这名知情人也
无法掌握，“大多都是刘某某的亲戚朋友。”

而郭某，则是陈满在“总裁班”中结识，
并率先向陈满推荐购买维卡币的人。不过，
多个信息源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郭某可能
并非其真名。“大概在一年多前，这个女人还
没有搞维卡币，搞的是一个叫债务银行的东
西。当然，这也是一个大忽悠。”一位已离开
媒体圈的前资深媒体人说。

一位家住卓锦城的市民介绍，在折腾债
务银行、维卡币之前，这个女人其实是一名全
职太太。由于老公败光家产，她才出山，“她还
找过身边的朋友投资，大家都还劝过她不要
被骗了，她还说：‘你们都不懂投资。’”

就这样，田某某与妻子马某，以及妻弟、妻
妹，搭建起了开建公司雏形。但知情人士介绍，
三圣花乡那个农家小院，不过是整个维卡币链
条的冰山一角。

知情人士介绍，仅以成都为例，和开建公
司田某某平级的，至少就还有一个叫曹某某
的人。曹某某手下，除了她妹妹外，另外还有
一个叫王某某的下线。其中，曹某某和她的妹
妹将工作室开在了环球中心。而王某某，则将
业务拓展到了河北保定。“由于目前属特殊时
期，相关活动一律从线上变为了线下！”

多个信息源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田某
某、曹某某上家，是一个名叫贾某的人。百川
汇流，又全都归至苏州。其中，成都、甘肃、山
东等多地受害者均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目
前他们所掌握的维卡币巢穴，可能为苏州某
网络科技公司。该公司主要以众合系统名义，
在微信群、QQ群里讲解维卡币相关内容。一
个被称作王少的人，为该公司创始人。“当然
我们也很清楚，苏州这家公司头上，也还有上
家。只不过普通参与者无法知晓罢了。”

知情人士介绍，维卡币投资就是
典型的传销模式，“造梦画饼，拉人接
盘。目前主要宣传的是2018年上市，大
家一起发财。在此之前，只能看到账户
里的钱每天都在涨，但就是取不出来。”

目前，投资维卡币，主要有两种
模式，一种是静态投资，一种是动态
投资。“静态的，就是将钱投进去，坐
等未来收益。动态的，则需要发展下
线。效益最好的，就是做动态。因为只
要每拉一个人进来，上线都会给予各
种奖励。这导致维卡币投资者中，主
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彻底被洗脑的；
另外一种则很清楚地认识到这就是
一个骗局，但就想浑水摸鱼。事实上，
维卡币投资者中，也确实有不少挣了
钱的。但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拉
人头发展下线得到的奖励。简而言
之，就是骗钱。由于整个结构呈金字
塔状，越处于顶端的，收益越多。通过
几何级增量，收入惊人。所以你会看
到维卡币投资者，经常会展示各种炫
富照，晒豪车豪宅，这就是为了激发
投资者的贪心。”

做动态投资，维卡币的奖励繁多，
计算公式也极为复杂，“以陈满为例，
假设他投了100万，那么当初推荐的
那位女子，首先就能拿到10%的直推
奖，也就是10万。一周内，上级就会发
放。除此以外，还有左右对碰奖、代数
奖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你想尽一
切办法，合理布局，让下家多出钱，以
便多拿奖励。由于这个流程非常复杂，
所以他们经常会在墙上画点位、做计
算，才能给参与者讲解明白。”

当然，除了最初游说陈满参与的
人可以拿到奖励外，上二家、上三家
也要继续分钱，“就我掌握的情况来
看，100万进去，我所知道的层级大概
就会分掉 60 万。剩下的 40 万再进入
所谓账户，也就是普通投资人无法知
晓的大老板手里。说到底，幕后操盘
人才是最大的赢家。”

由于静态投资只能等待不可预
知的未来收益，大多数投资者都会做

效益更好的动态投资，“至于陈满究
竟做的是动态投资还是静态投资，目
前确实还不好分析。我估计他也想做
动态，但可能还没有做起来。包括他
之前让摄影师过去跟拍，根据我的分
析，他当时可能也有将摄影师发展为
下线的意思。”对于这名知情人士的
分析，摄影师周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虽然陈满称维卡币是一个不错的
投资项目，“但他此前并没有明确拉
我也投资维卡币。”

另外，该知情人士还注意到，2月
26 日 10 时许，也就是律师徐昕在成
都等待和陈满见面时，一位高度疑似
陈满的人仍继续在维卡币投资者的

微信群里发言，并出现了要对投资人
负责等语言，“所以也很难排除，陈满
究竟有没有做动态。”

由于维卡币投资者中，大多数
人都在做动态，这就造成不少人既
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情况，“也
正因如此，维卡币虽然危害深，参与
者广泛，却鲜有人报案。因为动态参
与者都在考虑，一旦崩盘，自己如何
面对下家？毕竟都是亲戚朋友。即便
仅是静态投资，也担心一旦崩盘，上
家跑路，投资款从何而来？总之，维
卡币就是要让人上了贼船就无法下
来。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报案的重
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对于维卡币
而言，陈满既是一名受害者，但又像
是一名搅局者。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潜伏进
多个和维卡币投资相关的 QQ 群，

微信群，其中不乏有人表示，不该去
拉陈满这样的名人下水，“维卡币祸
事来了！”

事实上，就在陈满投资维卡币消
息刚被媒体报道时，各个群里都在讨
论突然出现的“满哥”，大家态度普遍
悲观，甚至可以用“哀鸿遍野”来形
容。一时间，群里的一些“负责人”不
得不紧急站出来进行危机公关：“新
闻你们也能相信？”

陈满摇摆不定的态度，让这些群
稍稍安定。特别是2月26日10时许，
一位微信截图显示头像为陈满，微信
id也是陈满的人发言力挺维卡币，并
称自己还没有报警，要对投资人负责
的两段文字发言出现后，不少人开始
欢呼雀跃。有陈满发言的截图，也很
快在这些群里流传。

让知情人士最担忧的是，陈满现
在已成为所有维卡币投资者观察的
一个风向标，“如果此事最终不了了
之，那可能的后果就是陈满最终成为
了维卡币的代言人。那些头目就可以
鼓吹：‘这么多媒体报道都没有影响
到维卡币，维卡币是最安全的一种投
资。警察都管不了。’这势必会造成维
卡币的进一步泛滥。”

事实上，也就在昨日下午，一篇
和陈满相关的文章又很快在这些群
里流传，“最近两天有篇报道陈满投
资维卡币被记者曝光的文章。各位拜
读 这 篇 文 章 了 吗 ？我 觉 得 很 可
笑！……在这里，真的恭喜陈满，佩服
陈满精明的头脑和眼光，投资了维卡
币！牢中出来，还能把握这个财富的
机会，可喜可贺……”

田某某与妻子马某，以及妻
弟、妻妹，搭建起了开建公司雏形。
这个公司就是蛊惑陈满投资的公
司，而视频中游说陈满投资的女子
郭某就是马某的一个下线

“家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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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某某的上家，是一个名叫贾
某的人。百川汇流，又全都归至苏
州。成都、甘肃等多地受害者均表
示，他们所掌握的维卡币巢穴，可能
为苏州某网络科技公司

维卡币老巢
2

知情人士称，维卡币投资就
是典型传销模式。静态投资就是
坐等收益，动态投资就是拉下线
获奖励。“陈满100万投进去，我所
知道的层级大概就会分掉60万。”

拉人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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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卡币投资者中，大多数
人都在做动态，这就造成不少人既
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情况，“也
正因如此，维卡币虽然危害深，参
与者广泛，却鲜有人报案。”

难下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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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情人士最担忧的是，陈
满现在已成为维卡币投资者观察
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此事最终不
了了之，那可能的后果就是陈满
最终成为了维卡币的代言人。”

一个“风向标”
5

考古发掘现场

制图 李开红

陈满疑陷维卡币投资骗局
一事所引发的舆论关注，仍在
持续激荡。与此同时，名为维卡
币的所谓数字货币，也因此进
入公众视野。针对蛊惑陈满购

买维卡币的四川开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知情人士向成都商报
记者独家绘制出一份树状图。树状图显示，开建公司呈现出典型
的家族特征。根据维卡币运作模式，该知情人士表示，以陈满投资
100万计算，“有60万左右将被上家瓜分，剩下部分才可能进入维
卡币系统。当然，最大赢家肯定还是处于金字塔顶尖的操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