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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幸福是什么？对于缺牙
人来说，晚年的幸福无非是拥有一
口好牙，想吃就吃。值此周年庆，为
让更多市民获得做牙实惠，重获一
口好牙，拨打028-69982575可报名
享多项做牙福利！
6月做牙得相因，秒杀更划算

福利1、做指定种植牙送VIP终
生洁牙等好礼，指定矫正送VIP终
生免费洁牙、牙齿美白等；

福利2、秒杀洁牙、补牙、美白、全
瓷牙、矫正、种植牙项目，全年超低价；

福利3、假牙当钱花，最高可抵
2800元。
周年庆，抽取0元种植、0元补牙名额

周年庆福利1、庆典当天充钱
翻10倍，50元当500元花，限一次；

周年庆福利2、庆典当天将抽
取0元种植、0元补牙、0元洁牙、0元
牙冠等名额；

周年庆福利3、现场砸金蛋可

获得几百至数千元现金、浪漫5日游
等臻享大礼。

福利力度大，一年仅一次，请市
民抓紧时间拨69982575报名预约，
抢占优惠！
缺牙修复，种植牙受青睐

种植牙“人工牙根”深植于颌骨
内，可像正常牙齿一样使用，从“根”
上解决缺牙难题，使用时间长达几
十年以上，可与真牙媲美。大多数种
植牙可终生质保。
周年庆，电话预约免费检查

拨打028-69982575详询周年
庆更多感恩回馈福利，电话预约可
享口腔拍片免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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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庆
种植牙、做牙抢相因

6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获悉，包括成都市望江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在内的四川100家典当行已
经超过6个月没有业务，被要求尽快
向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否则，将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5月28日，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发出通告称，该局通过银保
监会“全国典当行业监督管理信息
系统”核查，发现成都市望江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等100家典当行超过6个
月无收当、续当、赎当、绝当处置业
务信息。该局要求，相关典当行于本
通告发出后15日内，向所在地市
（州）典当行业主管部门书面说明相
关业务情况。对逾期不说明，或无正
当理由的典当行，四川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将视为营业后自行停业
连续达6个月以上，按照《典当管理
办法》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处理，并
通报公安机关。

来自全国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
统公开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
年 2 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 8532
家 ，分 支 机 构 950 家 ，注 册 资 本

1731.3 亿元，从业人员 4.5 万人。企
业资产总额1641.2亿元，同比增加
0.6%；负债合计115.8亿元，同比增
加4.9%；所有者权益合计1525.4亿
元，资产负债率7.1%。

6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的年审公告查阅到，目前四川的典
当行、分支机构共有342家。据了解，
这次被通报的100家典当行，涉及成
都、自贡、攀枝花、德阳、绵阳、遂宁、
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
资阳、阿坝、凉山等地，其中成都有
49家。

记者获悉，2005年开始实施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自核发营业执照之日起无正当理由
超过6个月未营业，或者营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达6个月以上的，相关主管
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分别收回《典当
经营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原
批准文件自动撤销。这意味着，如果
这100家典当行不能在规定时限内
说明合理理由，将会被收回许可证，
取消其营业资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在该消息发布以后，有网友根
据警方披露的相关细节以及照片，
推测该款游戏为《剑网3》（全称为

“剑侠情缘网络版叁”）。
6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致电游戏运营商西山居，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了该事。同
时，对方还表示，黑客所利用的是
游戏中存在的一个小bug，目前已
经修复。“这只是我们游戏里面一
个非常简单的bug，就是程序上的
一个bug。”该人士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表示。
而对于更多的细节，包括西山

居相关团队是如何发现该黑客团
伙并报案的、被盗取的游戏虚拟货
币等相关情况，对方都称不了解、
不方便透露。

6月3日，有西山居所属的金
山软件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毕
竟是有人恶意用技术攻击公司产
品，虽然最终破案了，但经过西山
居内部评估，不希望做更多细节
披露。

SHEIN成为唯一供应商

官网信息显示，跨境电商平台
FunMart是服务于中东、印度、美国
等市场的全品类销售平台，由杭州
锋芒易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锋芒易商”）运营。

据天眼查信息，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 ，注 册 资 本 为
2166.667万元。已经获得2000万元
的天使轮融资、数千万元的A轮融
资以及3000万元的A+融资。

而据媒体报道，FunMart于5月
30日向商家发送紧急通知，称因为
公司业务变动，商城产品转型，商家

端后续将不再运营。“5-1期账单会
在5月31日前支付给各位，剩余货款
将于7月20日左右统一进行清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
到，苹果手机应用商店App Store显
示，FunMart的APP在一周前更新版
本至3.4.3。新功能显示称，自2019年
5 月 29 日 后 ，SHEIN 将 会 成 为
FunMart的唯一供应商。

SHEIN也为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官网显示，其为国际B2C快时尚
电子商务平台，主要面对欧洲、美
国、澳洲、中东及其他消费市场，商
品均为其自有品牌，包括女装、男
装、童装以及其他时尚产品等。

6月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浏览FunMart的APP发现，从多
个品类中选取不同的商品加入购物
车，其上方的供应商（商店）都显示
为SHEIN。记者翻阅数十个商品，
未发现有商品不由SHEIN提供。

作为一家电商平台，FunMart
清退所有商家，将供货都交由另
一 家 电 商 平 台 SHEIN 负 责 。
FunMart意欲何为？6月2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试图采
访FunMart的相关负责人，但记者
多次拨打FunMart相关负责人的私
人电话以及工商信息上的联系电
话，均无人接听。

出海的中国电商格局或将变化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
显示，仅2018年上半年我国出海电
商规模就达到3.47万亿元。

随着印度、中东等新兴市场的
互联网快速发展，我国不少企业都
在抢滩新兴市场。据APP Annie发
布的《2018年10大中国出海电商APP
下载排行榜》，阿里巴巴旗下的
AliExpress（全球速卖通）排名第一，
京东在印度尼西亚的官方商城JD.id
排名第十。而SHEIN在该排行榜中
位列第三名，其下载量最高的三大市
场为印度、美国、沙特阿拉伯。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特阿拉伯
市场，数据显示：FunMart在APP免
费排行榜上，曾位于SHEIN之上。记
者通过七脉数据翻阅过去一年沙特
阿拉伯的App Store排行榜（选择每
个月的15号/16号查看数据），发现
在2018年7月、9月、11月，FunMart的
排行均位于SHEIN之上。但进入
2019年以后，FunMart在该排行榜上
的名次远远落后SHEIN。

目前，SHEIN与FunMart达成
何种协议暂未披露，但这一举动或
许将影响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海外
市场的格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六月第一个交易日，市场依然
没有好的起色，沪指下跌 0.3%。从
指数的表现看，还算是比较温柔的。
不过，个股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感觉
市场冷清得有点过分了。

昨天，达哥对个股的表现做了
一个简单统计，结果让人有点吃惊。

昨天，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无
疑是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前晚亮相新
闻联播，用较长时间发表了对证券
市场的一些观点。首先，易会满讲述
了中美经贸摩擦对 A 股市场的影
响，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易会
满表示，中美经贸摩擦对资本市场
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程度是可控
的。从一段时期市场运行情况看，资
本市场已经逐步消化和反映了中美
经贸摩擦的影响，说明资本市场韧
性在增强，抗风险能力在提高，市场
理性意识提升，市场生态更加有效，
我们完全有信心维护资本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除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证券
市场的影响外，易会满还谈到了另
外一个话题，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易会满提到，资本市场杠杆融资总
额只有 1.2 万亿，只有 2015 年的
20%，杠杆消化了80%。

对于这一点，应该如何理解呢？
在我看来，一方面，说明去杠杆

的工作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化
解了杠杆交易蕴藏的风险，这是有
着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融资交
易的资金，代表一类激进投资者对
市场的态度，较低的融资交易水平，
也说明当前市场还没有能够吸引这
一类资金的进场。所以，即便是有了
今年前几个月较为火爆的行情，但
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整之后，市场的
吸引力依旧还是比较低。

确实，现在的市场行情，冷却得
有点过分了，连续一个多月，沪市单
日就只有2000亿元上下的成交额。
而最近两周，虽然指数没有怎么跌，

但每天除了指标股在护盘外，中小
盘个股依旧是普跌的格局。

就昨天而言，虽然沪指只下跌
了不到9个点，但只有300多只个股
上涨，超过 1000 只个股下跌，沪深
两市跌停个股数量再次出现增加的
迹象，昨天就有近 40 只个股跌停，
这还不包括跌停的ST股。

今年的行情已经过去了 5 个
月，从前5个月的市场表现看，1到3
月的行情算是比较火爆的，从 4 月
开始则是连续调整了两个月。这两
个月的调整，让很多个股又回到了
去年的状态之中，而且还有不少个
股在创阶段新低。

收盘之后，达哥对今年的个股
表现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从年初
到现在，涨跌幅为负数的个股，也就
是经过去年的大跌之后，今年依然
在创新低的个股，居然超过600只。

这个数量，占A股上市公司总
数的比例在 17%左右，看上去不算
大，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年初
沪指点位在2500点之下，而现在则
在2900点附近，指数涨了约16%，这
个反差，还是让人有些吃惊。从创新
低的个股类型来看，今年表现最差
的无疑是 ST 板块，年内跌幅超过
40%的个股，大面积都是ST股。

重新回到昨天的市场，表现相
对较好的，主要还是种业股、5G板
块等。另外，银行、保险等权重股的
表现也相对较佳，这主要是起到护
盘的作用。

另外，一个相对较好的现象是，
北上资金再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净流
入，沪股通净流入40.70亿元，深股
通净流入6亿元。其中，北上资金买
入较多的，主要是中国平安、贵州茅
台、招商银行、伊利股份、兴业银行
等白马股。

对于后市，我感觉还是要继续
保持警惕，市场面临的微妙局面依
然没有过去，需要继续紧盯重要关
口的得失。 （张道达）

指数表现温柔
但个股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100家典当行已超半年无业务
如未在规定时限内说明理由，将被取消营业资格

《剑网3》被盗虚拟货币60亿
游戏运营商西山居：游戏的小bug被利用，已修复

《剑网3》自2009年推出以来，
一直广受游戏玩家的好评，甚至在
海外市场也取得了胜利。西山居
CEO郭炜炜曾于2017年年底透露，

《剑网3》的累计用户已达1.07亿。
西山居是金山软件的附属公

司。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翻
阅金山软件2017年财报得知，《剑
网3》连续8年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收入同比增长32%。

金山软件于2017年的网络游
戏业务收益为31.20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增长23%。其中，年度强劲
增长主要由于《剑网3》的强劲及
持续增长、《剑侠情缘1》手游的全
年收入贡献等所致。

而在其2018年年度报告中，
金山软件称“由于中国不断变化
的市场及监管环境，网络游戏业
务于2018年的表现承受压力。”同
时，金山软件在财报中称：“尽管
如此，《剑网3》于本季度推出新赛
季，深受玩家喜爱。”

财报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
由其主办的《剑网3》竞技大师赛，
其全平台观看峰值达到1123万。

不过，该财报并未披露2018
年度《剑网3》的玩家以及收益等
相关数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新闻图片来源：珠海市公安局官
网、@平安南粤

黑客
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唐

某雇佣了20名员工从事
黑客活动。该团伙多为90
后，文化程度较高。他们专
门在下半夜实施黑客攻
击，盗取游戏的虚拟货币。

攻击
唐某让国外黑客帮忙

制作黑客程序，利用游戏
的竞争漏洞，通过黑客软
件入侵《剑网3》的后台系
统，并采取网络技术方法
逃避警方侦查追踪。

黑客
攻击

6月3日，珠海市公安局官网发布了“飓风2019”十大案例。其中披
露，珠海市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特大黑客团伙，该团伙利用黑客技术
侵入一家公司研发的游戏后台系统，盗取游戏虚拟货币60亿金，折合人
民币价值约880万元。

在该消息发布以后，有网友根据披露的相关细节及照片，推测该款
游戏为《剑网3》（全称为“剑侠情缘网络版叁”）。

6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致电游戏运营商西山居，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了此事。同时，对方还表示，黑客所利用的是游戏中
存在的一个小bug，目前已经修复。

据珠海市公安局官网披露，
2019年3月1日，珠海市高新区某知
名游戏企业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有
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侵入该公
司研发的一款热门游戏后台系统，
盗取游戏虚拟货币60亿金，折合人
民币价值约880万元。

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立案侦
查后发现，该团伙以唐某为首，在
安徽合肥注册一家网络科技工作
室作掩饰，雇佣20名员工专门在下
半夜时段实施黑客攻击，进行盗取
等不法行为，并采取网络技术方法
逃避警方侦查追踪。

3月12日，珠海警方赴安徽
合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
疑人21名，冻结涉案资金300余

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唐某为资深

游戏玩家，通过在网站论坛跟国
外黑客接触，让其帮忙制作黑客
程序。其团伙成员则通宵开工，使
用黑客软件攻击入侵游戏后台系
统，并运用技术手段修改地址来
逃避打击。

该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多为90
后，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利用该游
戏的竞争漏洞，通过黑客软件进行
入侵，比如在游戏发放红包时，复
制一份“红包”到自己账户，从而盗
取游戏中的虚拟货币。

6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就此致电珠海市公安局，对方
表示其他细节不方便透露。

资深游戏玩家干的

“游戏bug已经修复”

《剑网3》玩家过亿
连续8年快速增长

读财报

FunMart商家端不再运营

出海电商平台 格局或将变化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一家专注

于中东和印度市场的跨境电商平台
FunMart向商家发送紧急通知，称
因公司业务变动，商城产品转型，商
家端后续将不再运营。

6月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发现，FunMart的APP在一周
前更新版本至3.4.3。新功能显示，
自2019年5月29日后，SHEIN将
会成为FunMart的唯一供应商。

对此，记者多次拨打FunMart
相关负责人的私人电话以及工商信
息上的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

FunMart的APP购物车页面显
示，商品均由SHEIN提供

警方查获的涉案工具

犯罪嫌疑人以网络科技工作室作掩饰，从事网络攻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