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邵洲波 实习编辑 何先锋 美编 冯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08
2018年5月24日
星期四

SA 甜蜜定制的中国官网称，
该平台已获得“可信网站”行业认
证已经通过网站备案信息、域名注
册信息、工商登记信息、网站身份
信息、网站可用性、网站安全扫描、
行业资质信息等130余项审核，获
得可信网站行业验证服务证书。

红星新闻看到该平台所属的
公司为网发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
显示为香港企业，成立日期为2012
年3月6日，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为“W8 Tech Limited”，目
前负责“SeekingArrangement”境外
版 APP 的 运 营 。而“W8 Tech
Limited”作为大股东参股的中国内
地公司为“娱发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1万美元，
营业期限自 2015 年 10 月 30 日至
2035年10月29日。注册信息显示，
这家企业的类型系“台港澳法人独
资”，两名公司高管分别叫 WEY
KIM LONG 和 WEY TING，而

“SeekingArrangement”的 创 始 人
Brandon Wade原名Wey Lead。

该公司经营范围显示：从事信
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计
算机软件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基础配套服
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
间贸易经纪与贸易代理。

红星新闻记者致电该公司登
记留下的电话，对方开始默认自己
是该公司人员，但在得知记者致电
原因后又加以否认。“你们去找他
们公司的人吧，我们只是注册公
司。”对方说完便挂断电话。根据该
公司登记的所在地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东一路146号
3幢1层B区B050室，登记机关为
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管局，红星
新闻致电上海自贸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方称由浦东新区新闻办给
予回应。浦东新区新闻办相关负责
人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复称，有关部
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但目前还
没有官方结论，若有结果将适时向
公众或媒体披露。

5月22日下午，甜蜜定制的微
信公号因违规已无法关注。其账号
主体显示为娱发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同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查
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
现，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
无法联系，“娱发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已被自贸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3日下午，红
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该企业仍处
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状态。

甜蜜定制在华各个平台的运
营，是不是就是由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的娱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在负责呢？“SA甜蜜定制”大中华
地区媒体负责人回复称，“我们的运
营分别在美国内华达州和新加坡，
内华达州是市场运营的核心，新加
坡更多是技术中心。”娱发信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是香港网发科技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娱发原计划负责香港总公司
所有的在华业务，但成立几年来，目
前仅负责了SA产品的部分推广工
作。我们的核心产品部门仍在美国和
新加坡。”对方同时表示 ，有了娱发
公司，为SA甜蜜定制在中国的重新
定位和营销推广提供了便利。

自创立以来，国外媒
体 和 网 友 对 SeekingAr-
rangement 网站的批评声
一大片。《纽约时报》也炮
轰该网站“污秽可鄙”。据
了解，该网站的创立者兼
CEO 为 布 兰 登·韦 德 ，
1970 年出生在新加坡的
一个华人家庭。韦德形容
称，自己从小受到的是

“虎妈式教育”，只知道学
习不管其他。因为内向，
在学生时代时，韦德连和
女生说话都会感到脸红。

韦德 2014 年曾撰文
称，他在 21 岁才迎来初
吻。刚开始他太在意自己
的容貌和形象，后来他
意识到，女性态度开始
转变，新长大的一代女
孩们认为自己心中的白
马王子应该富有、成功和
帅气。他不帅，但他占了
其中两项。“我从MIT（麻
省理工学院）毕业，工资
达到 6 位数，但依旧很少
女孩选择我。”正是因为
如此，他创立了 Seeking
Arrangement网站。

网站迅速吸引了一
大批会员。2012 年，英国

《每日邮报》对此报道称，
使用该网站的人很大比
例上都是学生。

一位来自迈阿密的
22岁女生曾讲述称，她是
该网站的会员，要求对方
能每月支付她1万至2万
美元。“他们曾给我买车
和珠宝，让我去旅行，会
带我出去，讨好我。他们
从经济上支持我。我的梦
想成真了。”

而据爱尔兰一家媒
体的报道，韦德本人曾表
示，“经济形势影响着我
们的会员。”他说，“在经
济危机时期，我们很明显
能看到sugar baby数量的
上升。40%的女性会员都
是学生，希望找人帮助支
付学校的费用支出。还有
25%的女性会员，则是单
身妈妈。”

红 星 新 闻 记 者 在
Linkedin 上 找 到 了 布 兰
登·韦德的账号。在该网
页上，韦德的自我介绍一
栏，标注为从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毕
业，目前居住在洛杉矶。

韦德称自己为一位
连续的创业者、作者和
在线约会网站“大亨”。
自 2006 年创办了 Seek-
ingArrangement（“安排约
会”）这一网站起，他总
共创建了 8 个在线约会
品牌。

韦德曾对《华尔街日
报》回应称，“从创立之日
起 ，SeekingArrangement
就被‘拉皮条’等指控围
绕。我承认两者之间仅一
线之隔。但我的目的是纯
粹的。” 红星新闻记者

蓝婧 王雅林

SA甜蜜定制微信公号因违
规无法关注，账号主体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

“甜蜜定制”
如此定制？

近日，有国外网友爆料，称一个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引起强烈社
会争议的“援交”网站SeekingArrangement，竟然落地在中国上海的自贸区，不仅在国内多个
APP平台上线，其“援交”平台的APP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甚至还获得了工商部门的登记。

对此，上海浦东新区新闻办相关负责人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复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
查，但目前还没有官方结论，若有结果将适时向公众或媒体披露。

据该网站官网介绍，这个中文名为SA甜蜜定制（SeekingArrangement）的平台今年1月
获得了可信网站中网验证，今年3月开通了微信服务号和安卓、苹果两个APP版本。5月22日下
午，SA甜蜜定制的微信公号因违规无法关注，但其APP在安卓和苹果商店目前仍可正常下载。

SA甜蜜定制微信公号账号主体显示为“娱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22日下午，红星新
闻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娱发信息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已被自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SA甜蜜定制”大中华地
区媒体负责人向红星新闻表示，“娱发原计划负责香港总公司所有的在华业务，但成立几年来，目
前仅负责了SA产品的部分推广工作。我们的核心产品部门仍在美国和新加坡。”

网站创立者
一直被媒体
和网友批评

5月22日，红星新闻记者登录
了SA甜蜜定制的中国官网。官网
显示该平台在 139 个国家和地区
使用，活跃会员一千万，其中魅力
甜心800万，成功人士200万，比例
为4：1。

网站首页就是十张一组的漂
亮女孩照片，分类为“魅力甜心”。
另外还有“成功男士”、“甜心男
孩”、“成功女士”三个分组。

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的简介
中，甜蜜定制在境外使用的“干
爹/糖爹”和“甜心宝贝”的词语都
进行了修改，变成了“高端人群”、

“成功人士”和“魅力甜心”。在网站
上，对于成功人士和魅力宝贝的解
读分别为“事业成功或经济基础雄
厚的人士……愿意宠爱对方”、“崇
尚高端品位生活，想要牵手成功富
足有内涵的对方”。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该平台
上，有不少女性用户标注为学生。
比较含蓄的交友目标是“有实力的
绅士”，而更直白的则写明“希望能
有资金上的帮助”，“没实力勿扰，
如果你没钱”。而一些男性用户则

表明，想找“妩媚性感的女孩”，“寻
找失去的干女儿”……这些男性用
户填写的年收入都在 60 万-100
万，净资产从600万到上千万不等。

针对网上的种种批评和质疑，
红星新闻记者5月22日下午与“SA
甜蜜定制”大中华地区媒体负责人
取得联系。对于SA甜蜜定制是不
是网友和媒体口中的“类包养网
站”，该负责人表示，“包养不等于
sugar dating，sugar dating 亦不等

于中文版的高端婚恋交友定位。”
据《商业内幕》报道，Seek-

ingArrangement曾公布数据称，除
了三分之一的女性用户为在校女
学生，男性用户中40%为已婚男性。

“在中国，我们竭力将SA打造
成为高端婚恋社交平台。这与国外
的 Sugar Dating 市场定位相对独
立。”该负责人称，SA 的亮点是让
成功牵手美丽，女性可免费使用该
网站，成功男士需要升级为VIP时
才能使用。该负责人介绍，世界范
围内，男性会员与女性会员的比例
为 1：4 左右。“目前中国活跃会员
人数大概在20万人左右。”

“女学生占女会员总数1/3左右”
男女比例1：4，中国活跃会员约20万

官方称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微信公号账号主体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它的它的““定制定制””

韦德 图据《每日电讯报》

SA甜蜜定制的微信公号

SA甜蜜定制微信公众号因违规
无法关注

记者注册试验中发现，其对“成
功女士（男士）”的注解为“事业稳健，
经济基础雄厚”，而“魅力甜心”的注
解则为“有魅力，向往结识成功人士”

在SA甜蜜定制官方微信公
众号的简介中，甜蜜定制在
境外使用的“干爹/糖爹”和
“甜心宝贝”的词语都进行了
修改，变成了“高端人群”、
“成功人士”和“魅力甜心”。

该公司2012年发
起英国版官网时，
也曾在英国引发
争议。图据《每日
电讯报》

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将加快开
放步伐。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今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日在北京等17个地区将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并重点在电信、旅
游、工程咨询、金融、法律等领域推出
一批开放举措。

会议指出，优先发展服务贸易，
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向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会议决定，在 2016 年
国务院批准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基础上，在北京等 17 个地区深
化试点。

国务院于 2016 年印发了《关于
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
批复》，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深
圳、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
海和哈尔滨新区、江北新区、两江新
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省市（区
域）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试
点期为2年。

会议决定，重点在电信、旅游、工
程咨询、金融、法律等领域推出一批开
放举措，同时探索完善跨境交付、境外
消费等模式下服务贸易准入制度，逐
步取消或放宽限制措施，为相关货物
进出口、人才流动等提供通关和签证
便利。

会议还决定发展研发设计、检验
检测、国际结算、展览等服务贸易，对
服务出口实行免税，符合条件的可实
行零税率，推动以“互联网+”为先导的
新兴服务出口，打造开放发展新亮点。

又讯 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了多项加快推进奶业振兴、保
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一要大力引进和
繁育良种奶牛，建设国家核心育种
场。加强优质饲草料生产。发展标准
化规模养殖，建设优质奶源基地。二
要强化质量安全监管，修订提高生
鲜乳、灭菌乳等国家标准，建立全过
程质量追溯体系。力争 3 年内显著提

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
争力和美誉度。三要强化金融保险、
奶畜养殖用地等支持，为奶业振兴
创造条件。

据 农 业 农 村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今年农业农村部将加强对奶牛
养殖场、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三个
重点环节监管，着力构建严密的全
产业链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整合提
升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监管监测信
息系统，实现生鲜乳收购运输的信
息化、精准化管理。开展生鲜乳专项
整治行动，坚决整改、取缔不合格奶
站和运输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组织实施全国生鲜乳质量监测
计划，加大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乳品
源头质量安全。

为推动奶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农业农村部将启动优质奶牛种公牛培
育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完善奶牛生产
性能测定工作，遴选一批国家奶牛核
心育种场，提升奶牛良种繁育水平；继
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新建
高产优质苜蓿基地50万亩；支持奶牛
养殖场转型升级和家庭牧场发展，引
导适度规模养殖。

同时，推广应用奶牛场物联网
技术和智能化技术设施设备，推进

“数字奶业信息服务云平台”建设试
点；指导奶业主产省尽快建立生鲜
乳价格协商机制，开展生鲜乳质量
第三方检测试点，完善奶业产业链
利益联结机制；整顿生鲜乳收购秩
序，依法查处和公布不履行生鲜乳
购销合同以及凭借购销关系强推强
卖兽药、饲料等行为。

为做大做强民族奶业品牌，农业
农村部将实施奶业品牌推进行动，培
育优质品牌，引领奶业发展；完善中国
奶业20强联盟机制，举办第四届奶业
D20峰会，促进乳品企业大联合、大协
作，提升中国奶业品牌影响力。

据新华社

2017 年 9 月 7 日，WePhone 创始
人苏享茂自杀。他的死，将前妻翟欣欣
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苏享茂在遗书中说，是闪婚的妻
子翟欣欣逼死了自己，并称自己在与
翟欣欣短暂的 5 个多月的交往过程
中，为其购买了别墅、豪车、钻戒等，花
费总金额1300多万。

红星新闻曾独家对话翟欣欣母亲
的委托人，对方确认：“（两人交往期
间的花销）我们这边统计的是 1100
多万，差别不大。这是恋爱期间的正
常花销，花了就是花了，我们也没有
要掩盖。”

苏享茂家属的代理律师余婧告诉
红星新闻，目前苏家已于前不久向北
京市朝阳区法院递交民事起诉书。据

《新京报》报道，苏享茂家属此次起诉
翟欣欣涉及三个民事案件，包括一个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个赠与合同纠纷，
以及要求翟欣欣返还财物的纠纷。三
起案件共要求翟欣欣返还千万财产。
苏享茂家属提起诉讼的三起案件均已
在朝阳法院立案。

近日，翟欣欣（微博名为“半夏微
澜风”）在微博上连续发文，细数两人
交往的点滴。翟欣欣所言是事实吗？5
月23日，苏享茂的哥哥苏享龙接受了
红星新闻采访。

翟欣欣称，与苏享茂通过世纪佳
缘网站认识后不久，苏享茂就送给自
己一台特斯拉汽车，几天后，苏享茂告
诉她，自己患有乙肝。据翟欣欣描述，
两人结婚后，她才得知“他按时服用治
疗乙肝的药物，都是些阻止病毒复制
扩散的，我这才了解到他的乙肝比较
严重，传染性极强。”

对此，苏享龙在微博上反驳：“我
弟弟不是乙肝，是乙肝病毒携带，这
完全是两码事。我弟弟从来没有因此
服药。”

翟欣欣还称，自己在与苏享茂交
往期间，苏享茂仍与前女友暧昧不清。
此外，翟欣欣在微博里暗指苏享茂生
前疑似患有躁郁症：他经常失眠，焦虑
不安。

对于疑似躁郁症这项指控，苏家
人非常愤怒，苏享龙告诉红星新闻：

“胡说八道！”苏享龙表示，他肯定弟弟
没有躁郁症等精神类方面的问题。

翟欣欣在文章中也回忆了唯一一
次跟苏享茂一起回老家的经历，“过了
一段时间，他决定带我回他老家见亲
友。我们乘坐火车辗转来到了一个偏
远的农村。在他老家期间，我感觉他跟
家人挺生疏的，他大多时间躺在卧室
里，与家人极少沟通。我感受到他老家
人的生活条件与他在北京的生活相比
是天壤之别。”

而苏享龙记忆中的那一次见面，
却与翟欣欣的描述相差甚远。苏享龙
称：因为弟弟是我们家的老幺，我们都
特别疼爱他，连带着对翟也特别好，爸
爸妈妈就更不要说了。我们带弟弟和
翟去走栈道、参观美丽乡村、游茶山、
吃宵夜……

苏享龙告诉红星新闻，那一次见
面，翟欣欣给苏家人留下了特别好的
印象。他回忆，翟欣欣做起家务来非常
主动积极，对家里的人特别温柔，也很
主动去关心和照顾家里老人，很贴心，

“我们当时感觉，她一点也没有新媳妇
去婆家时的那种拘谨和害羞，就像是
已经在我们家多年了（的感觉）。”苏享
龙表示，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与翟欣欣
见面。

对于翟欣欣在微博中提到苏享茂
对她有过家暴行为，苏享龙表示，这绝
对不可能，我弟弟性格不是那样的。而
且从两人的聊天记录能看出，如果真
是我弟弟家暴她，她还敢用那样的语
气找我弟弟要钱吗？而且如果我弟弟
家暴，那么最后死的人怎么是我弟弟
而不是她？

此外，翟欣欣在微博中发出两张
贴吧“苏享茂吧”中的截图，截图中提
到要公布翟欣欣“开房、婚内出轨”等
私密信息，并写道：“他哥哥姐姐对我
发起网络暴力……威胁发布我的裸
照”对此，苏享龙表示，这绝对不是我
们做的。

如今，事情已过去8个多月。苏享
龙说，其实最让我们气愤的是，翟欣欣
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到了这
个时候，她还在拼命为自己辩解。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我国将新增
17个服贸创新发展试点
扩大电信旅游金融等开放

翟欣欣微博披露交往细节
苏享茂哥哥：

她第一次去老家对老人很贴心
苏家已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递交民事起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