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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兹遗失由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武侯分公司开具
给 田 华 的 收 据 （票 据 号
0000439，开票内容质量保证金，
金额10000元） 现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经济纠纷与贵司无关。

田华 2019-5-14

●郫县团结镇多多文具店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2470729�
42）、税务登记证正本（纳税号：
510124197910301442）均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董事会决议解散并注销四川
正大中际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0MA6C6WA61G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日内到本公司
申请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致歉声明：“雅安凯亨达店”
因与四川凯亨达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沟通不当产生误会造成不
良影响，在此对四川凯亨达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真诚道歉。
●四川和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
JY15101050059362）遗失作废。
●川AB508学道路运输证遗失
●四川民族饭店秦叙联 （印模
是秦叙聪） 法定代表人章、陈
向东工会主席印章遗失

●雅莱丝日用品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 (税号:51092219751127�
7134)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邓玉购买融锦城车位87号收
据 （0006752号金额 1万，0008�
006号金额9万5千）遗失作废。

●四川合创红羽鸡养殖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20819002246）
遗失作废。

●四川五州新概念投资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09501102）
遗失作废。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2015年，乐视网巅峰时期，市值达1700亿元，如今只剩下67亿元
2018年，亏损40.96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0.26亿元

在经历了40多次“死缓”提
示后，乐视网（300104.SZ）的
“审判”在5月13日被执行——
开始暂停上市。

另据科技媒体“PingWest
品玩”5月6日报道称，出走600
多天、目前人在美国的乐视网创
始人贾跃亭近日将回国配合调
查，而《北京青年报》说，从乐视控
股、乐视网等多个渠道求证，都无
法证实“贾跃亭即将回国”一事。

虽然此消息未得到证实，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
每次贾跃亭“被回国”，随后他在
美国创办的电动车品牌法拉第未
来（Faraday Future，下称FF）
都会传来新一次融资的好消息。

出走两年，这一次，贾跃亭是
否会回国？如果他回国配合调查，
等待他的会是些什么？即将量产
的FF又能否救乐视网于水火？

乐视网暂停上市被判“死缓”
贾跃亭会不会回国配合调查

5 月 1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布公告称，乐视网因触及《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深交所决定自 2019 年 5
月13日起暂停乐视网股票上市。

乐视网于当日晚间发布公司股
票暂停上市的公告称，虽然2018年公
司管理层已尽力调整经营模式，使日
常运营成本、CDN费用、人力成本有
了大幅下降，但并未扭转亏损局面。

早在2018年7月13日，乐视网
便提示了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的
风险。当时，乐视网预计 2018 年上
半年亏损11亿元，将导致上半年的
净资产为负。此外，乐视网资金问题
无法解决、经营未全面好转，下半年
料持续亏损。

从此，乐视网每个月都进行暂
停退市的风险提示，截至最后“判决
书”的下达，共发布了 42 次风险提
示公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
到，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股票
被暂停上市后，上市公司有机会申
请恢复上市。具体而言，上市公司需
满足一系列条件方可申请恢复上
市，包括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和扣非后的净利润均为正
值、期末净资产为正值，以及财报未
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然而，从乐视网2018年年报来
看，2018年亏损达40.96亿元，营收
15.58亿元，同比下降77.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0.26亿
元，同比减少 556.4%。截至 2018 年
12月31日，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约33.55亿元；长短
期借款共约5.55亿元；其他流动负
债约33.04亿元。乐视网董事会秘书
白冰公开表示，债务小组至今没有
拿出可实质落地的偿债计划，也没
有和上市公司共同解决债务问题的
最终方案，上市公司因此也没有追
回任何现金。

在债务没有解决方案、业务萎缩
严重的情况下，诸多市场人士认为，

“暂停上市”是对乐视网下的“死缓”判
决，且在未来也无恢复上市的可能。

2015 年，乐视网的巅峰时期，
市值曾达到1700亿元。如今只剩67
亿的市值。

与乐视网“暂停上市”共同
引起市场关注的是，贾跃亭再
次被传将“回国配合调查”。

4月29日，乐视网发布公告
称，公司与贾跃亭因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等行为被证监局立
案调查。消息一出，贾跃亭“下周
回国”的消息随之席卷而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发现，等待贾跃亭的还有他个
人近百亿的债务。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的公示信息，从 2017 年至今，
仅贾跃亭个人名下就有 29 条
执行信息，其中涉及对国泰君
安证券欠款本金及利息3亿余
元、对浙江中泰创展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 14
亿余元、对平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5亿余元
等。仅据这29条已进入执行程
序的案件计算，贾跃亭名下待
执行的欠款就超过70亿元。另
外，贾跃亭对乐视网还有近30
亿元的欠款。

由于多次未履行执行协
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贾
跃亭已经先后9次被列入全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7 年乐视网财务问题
爆发，贾跃亭于 2017 年 7 月 4
日前往美国。当时，他在微博发
布文章喊话“下周回国”。

2017年12月，贾跃亭被北
京证监局要求“回国配合调
查”。不过，他并未回国。贾跃亭
在给证监局的回应函中称，将
积极讨论沟通，但由于需要在
美国保障 FF91 量产销售和交
付的工作，委托他的妻子甘薇、
弟弟贾跃民全权处理。

这一次，贾跃亭再次被要
求“配合调查”，他会回来吗？

乐视网在5月10日的网上
业绩说明会上澄清，对于贾跃
亭的“回国”传言，目前上市公
司未收到贾跃亭的行程安排，
但贾跃亭此前曾回复称，将积
极配合相关调查工作。

如果贾跃亭回国，他将面对什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贾

跃亭目前需要面临的是70亿未执行的欠
款和违反信息披露的调查。

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
告诉记者，一般而言，违反信息披露的相
关规定，或进行虚假陈述，需要负民事、行
政责任。民事责任是上市公司对给投资者
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行政责任则是由证
监会等监管部分对上市公司、相关人士进
行行政处罚，即罚款或警告等。

郝俊波介绍，证券法规定，如果相关
人员违反信息披露的规定，并给投资者或
者其他人造成了严重损失，相关负责人也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等行为成立，贾跃亭可能会面临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罚金。

“现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挺多的，像大智慧（601519.SH）
的张长虹、*ST康得（002450.SZ）的钟玉，
金亚科技（300028.SZ）的周旭辉等。”盈科
律师事务所臧小丽对记者举例称。

此外，郝俊波称，对于70亿未执行的
欠款，如果有能力、却拒绝执行裁决，会构
成不执行法院判决罪。根据情节严重程
度，也有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或3~7年的
有期徒刑。

臧小丽介绍，目前她已经在代理征集
乐视网投资者索赔，“要等证监会的立案调
查结束，才能启动索赔，目前还在准备索赔
资料阶段”，臧小丽称，从4月29日乐视网披
露贾跃亭和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至今，已
经有近200位投资者联系她进行维权。

不过，郝俊波认为，目前贾跃亭人在美
国，如果强制让其回国配合调查，程序复杂。

FF是贾跃亭最后的底牌。“对乐视
的员工、用户、客户、投资者尽责到底，全
力以赴实现FF91最快量产上市。”2017
年往美国时，贾跃亭便说了这句话。不过
两年过去了，FF91仍未量产上市。

今年来，远在大洋彼岸的FF频频传
来融资的消息，也多次说到量产在即。

4月30日，乐视网宣布被立案调查
的第二天，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FF 处获悉，FF 获得了一笔高达 2.25 亿
美元的债权及信托融资。据介绍，FF新
的融资合作伙伴Birch Lake Associates，
LLC，是一家公司投资知识和金融资本
的精品商业银行。FF 称，在 Birch Lake
的支持下，FF建立了一个多渠道的融资
计划以保障之后的股权融资顺利进行。

时间往前推移一个月，3 月 25 日，
FF还宣布，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九
城 (Nasdaq: NCTY)签署协议成立合资
公司，联手打造全新豪华品牌车型V9。
九城向合资公司注资6亿美元，而FF则
向合资公司提供其他相关产权及资源，
包括相关生产基地项目的注入。合资公
司成立后，FF与九城各占合资公司50%
股份，九城拥有相应战略管理经营权。

除了些融资，FF在今年3月还两度
传出“卖地”的消息。3月14日，FF宣布将
出售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900英亩的
土地，报价为4000万美金；3月21日，FF
又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其在洛
杉矶出售总部大楼，售价近4000万美金。

记者注意到，不管是卖地还是融
资，每一次资金的进入，FF 都会强调

“FF91量产在即”。
九城与 FF 合作消息传出时，FF 告

诉记者“当下，FF 首款产品 FF91 量产
仅剩临门一脚”。最新一次获得2.25亿
美元融资，FF也称，“已全面进入量产前
的最后准备工作。”

那么，即将量产的 FF 能否救乐视
网于水火？

在4月9日乐视网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上，乐视网董秘白冰表示，一
直在与大股东（贾跃亭）及关联方协商相
关的债务解决方案，从来没有放弃过要
求大股东优先用现金偿还债务以及用
FF的股权等有价值的资产来偿还债务。

时至今日，贾跃亭并未明确表态，
FF91的量产也没有正式量产的消息传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昨天，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发现，一些微信群中不
少群友在转发一款叫“共享爸
爸”的小程序，关于这款小程序
的相关话题也被网友广泛讨
论。记者点击试用后发现，所谓
的“共享爸爸”服务并不存在，
这其实是欧派家居的一次广告
营销活动。

相关法律界人士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欧派的
这种行为涉嫌违背广告法，且
有违社会公序良俗。

“共享爸爸”来了？

在微信群中，不少群友用
“目瞪口呆”来形容“共享爸爸”
这个创意，还补充说，这是“针对
丧偶式育儿推出了共享爸爸”。
该群一群友发送的截图显示，其
所在的位置附近有很多可以提
供服务的所谓“共享爸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随后点击进入小程序一探究竟。

进入该小程序后，其首页
显示有“商务型”“暖男型”“运
动型”“文艺型”四个选项，底部
则有“需要服务的地点”和“需
要哪种类型的共享爸爸”选项。

记者点击选择了“商务型
共享爸爸”，弹出的地图显示

“离你最近的爸爸200m”，而底
部则显示尝鲜价“免费”。点击

呼叫后，共享爸爸没有接单，而
是弹出了一个视频页面，视频
介绍了共享爸爸的相关需求和
使用方式，称只要下载“共享爸
爸”APP，就能租赁一个比爸爸
更完美的爸爸。

只是欧派的广告营销

但是记者搜索应用市场之
后，并没有发现该款APP，而当
记者点击跳过该视频后，手机
页面出现的则是一个欧派家居
的装修定制预约页面，点击选
择相关项目，则弹出了预留姓
名和联系方式、马上预约 0 元
上门设计的弹窗，记者填写信
息预约后，马上收到了预约成
功的弹窗，同时收到了欧派家
居集团发来的确认短信。

据微信公众号“广告文案”
的《共享爸爸App来了，欧派真
是个故事宝藏》一文相关信息，
这款小程序是欧派家居集团的
欧派爱家计划为了让更多人在
即将到来的“5·15 国际家庭
日”关注家庭亲子陪伴，所想出
来的一款虚拟产品。

该文章称，欧派在2018年
的“5·15 国际家庭日”，就已经
讲过一个机器人爸爸的故事了，
并表示欧派已经用一个个故事，
在几个重要的营销节点上，慢慢
建立起自己的品牌护城河。

昨天，大盘继续调整，沪指
下跌 20.10 点，以 2883.61 点报
收，跌幅为0.69%；创业板指数
先涨后跌，最终下挫8.46点，以
1494.60点，跌幅为0.56%。

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消息
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延续，我感觉
市场可能还会延续震荡行情，随
时都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昨天凌晨，国际知名指数编
制公司MSCI宣布，将把现有A
股的纳入因子提高一倍，即从
5%提高至10%。同时，创业板18
家公司被纳入MSCI成分股，分
别是乐普医疗、爱尔眼科、网宿
科技、同花顺、东方财富、智飞生
物、汇川技术、沃森生物、宋城演
艺、泰格医药、三环集团、芒果超
媒、蓝思科技、先导智能、温氏股
份、康泰生物、宁德时代、迈瑞医
疗。所以，昨天创业板指数还一
度反弹了1%。

大家都在期待外资进场，

然而现实却是，北上资金又一
次大规模“跑路”了，沪股通净
流出70亿元，深股通净流出35
亿多。五月以来，北上资金净流
出就没断过。一边，外资说要加
大规模进入A股市场；另一边，
北上资金又不断撤退，这种反
差，是不是有点搞笑？

当然，我相信，只要A股跌
得差不多了，趋势开始转强了，
那些暂时撤退的资金还会再回
来的，他们始终是利益至上的。
只不过现阶段，还需要等待。

接下来的行情，我觉得要做
好打硬仗的准备。虽然行情还没
有彻底企稳，指数没有创新低，但
多方的态度已经表达出来了。有
了态度还不够，还需要拿出实际
行动来。不知道美股还会不会继
续大跌，也不知道A股跟不跟。除
了态度，必须要有勇气和决心，以
及实际行动，否则要想逆转趋势，
那可能性就太小了。 （张道达）

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欧派营销竟推“共享爸爸”
律师：涉嫌违法，挑战公序良俗

名为“共享爸爸”的小程
序，点击之后并没有相关服务
提供，最后跳转到一个家装广
告页面，这样的做法是否涉嫌
违反《广告法》？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就此咨询了相关法
律人士。

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江璐仙在体验了这款小程序
后认为：“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角
度上，这个广告一开始就让我
以为像是共享单车的那种共
享，所以我会抱着对共享爸爸
的好奇心去点开，最后弹出来
的是家居设计广告，而且那个
界面还放了三个‘爸爸’，我第
一反应是我购买家居设计是不
是还附送一个共享‘爸爸’呢？
其实，所谓的共享爸爸和家居
设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江璐仙说，《广告法》第四
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
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也就是

说，欧派这个广告，涉嫌违背广
告法相关条款。

此外，江璐仙表示，对于在
社会中宣扬共享像“爸爸”“妈
妈”这种特殊身份也不合适，

“共享‘爸爸’这个创意，可能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她列举了

《广告法》第九条的相关条款：
“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七）妨
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

北京市百伦（天津）律师事
务所律师朱彤梅则从单亲家庭
的角度出发，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如果单亲家庭的孩子和家
长体验过这个小程序，会给他
们在情感上带来更多的失望。
这也反映出该广告发布时内部
和外部审查的缺失。”

昨日，记者试图联系欧派
家居集团了解该广告的相关情
况，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
状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
可能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律师分析

“被判死缓”的

乐视网
乐视网董事会秘书白冰公开

表示，债务小组至今没有拿出可实
质落地的偿债计划，诸多市场人士
认为，乐视网无恢复上市的可能。

“欠款百亿”的

贾跃亭
仅据此前29条已进入执

行程序的案件计算，贾跃亭名
下待执行的欠款就已超过70
亿元，另外，贾跃亭对乐视网
上市公司层面还有近30亿元
的欠款。

“面临处罚”的

贾跃亭
如因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给投资者或

者其他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贾跃亭可能
会面临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罚金，如有
能力、却拒绝执行裁决，会构成不执行法
院判决罪。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也可能面
临3年以下或3~7年的有期徒刑。

“马上量产”的

FF91?
乐视网董秘白冰曾表示，从来没有

放弃过要求贾跃亭优先用现金偿还债务
以及用FF的股权等有价值的资产来偿
还债务。不过时至今日，贾跃亭并未明确
表态，FF91的量产也没有消息传来。

暂停上市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约33.55亿元；长
短期借款共约5.55亿元；其
他流动负债约33.04亿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30.26亿元

2018年亏损达
40.9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