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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为“养猪”实施诈骗的过程为“杀猪”

新骗术“杀猪盘”来袭
单身网友须警惕

B站公测 爱奇艺、腾讯布局
互动视频是个好生意吗？

8月15日，哔哩哔哩弹幕网（以下
称“B站”）宣布互动视频功能正式公
测，并且准备了一百万创作奖金，寻找
优秀互动制作人。事实上，在上个月，B
站互动视频就已经面向粉丝数达到一
万及以上的UP主内测。观众也可以在
该类视频中做出选择，触发各种结局。

8月20日，B站相关人士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上线的互动
视频是给创作者开发的一个工具。UP
主是我们平台内容创作的主力军，上
线这个功能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能激
发UP主在创作层面的想象与潜能，另
一方面是探索更多互动视频内容创作
的可能性。

对于互动视频上线后用户的效果
如何，B站表示：“功能上线至8月20
日，B站上已经有17个互动视频播放
量超过100万次。”

互动视频简单来说就是“允许观
众决定剧情走向”的交互形式。在剧情
到达某个转折点时，屏幕中央会弹出
几个可供选择的按钮，观众可以选择
选项决定之后的故事走向，导向至一
个所喜好的剧情线。

5月9日，在爱奇艺世界·大会智能
视频科技论坛上，爱奇艺发布全球首个
互 动 视 频 标 准（Interactive Video
Guideline，简称IVG），并在6月20日推出
了一部恋爱向互动网剧《他的微笑》。其
中设置了21个选择节点，17种结局。

腾讯视频也没有错过这一风口。
就2019年来看，1月3日，首部探险互动
剧《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在腾讯视
频上线，上线五天内，复玩率超过
25%；1月18日，《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
疑人》以互动微剧的形式上线；1月23
日，互动叙事游戏《隐形守护者》在
Steam上线，2月底登上Steam全球商品
热销榜的第一名。7月，腾讯视频还正
式发布互动视频技术标准，并表示将
推出一站式互动视频的开放平台。

此外，优酷旗下也拥有号称“2019
第一互动剧”的《大唐女法医》，有望在
暑期上线。

而相对于传统视频门户，B站的
交互视频产出更多依赖于自家用户的
创造力。它等于是把互动视频的制作
工具直接提供给第三方内容创作者，
这极大降低了此类内容的制作门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魏菡

工信部副部长：
中国连续6年成全球最大
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

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20日~
25日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8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发表主旨报告《加强创新引领
深化开放合作 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
发展》。辛国斌表示，目前全球机器人产
业发展态势良好，前景广阔。同时，中国
机器人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成
为全球机器人重要的生产基地与消费
市场，融合发展、开放合作的产业生态
体系逐步形成，机器人产业成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2016年到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
人年产量从7万多台套增加到14万多
台套，年均增长超过40%。根据国际机
器人联合会数据，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
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辛
国斌还称，工业机器人的密度不断提
高，2018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达
到137（台/万名），比2017年提高了
34.3%，远超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辛国斌称，机器人产业从最初的
企业集聚，行业集聚和注重产能，开始
向多要素和多资源融合迈进，创新驱
动、平台支撑成为机器人产业生态的
重要特征。一批以机器人为特色的产
业园区集聚效应已经释放，联动发展
的态势逐步形成。

另外，辛国斌还表示，机器人产业
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应用领域
持续扩展，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融合应用，显著提
升了机器人感知交互和决策功能，提
高了机器人适应外界复杂环境，提供
解决方案的能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野 杨佩雯

谈上市：
按计划推进
上市辅导已备案

郎酒集团的上市计划，一直牵
动市场的心。

“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郎酒、
更需要一个透明的郎酒。”汪俊林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采访时说，郎酒每年产量如何、老
酒储存如何、销量如何？这些信息，
若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就不能很好
地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

“郎酒上市后，社会就会来监督我
们，就会帮助企业更加规范化透明
化运作。”

据了解，郎酒上市的前期准备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上周五已经上
报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省证监局备案。

前天晚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四川省监管局官方网站公布

《郎酒股份辅导备案基本情况表》。
业内人士认为，在《基本情况表》公
布之后，接下来还有保荐机构对企

业进行上市辅导以及验收，后续流
程还包括制度完善、材料申报、批
文、路演以及上市发行等主要环节，

“这些后续环节通常需要时间在一
年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
话，郎酒股份将在明年夏天正式登
陆资本市场。”

谈品质：
成立研究院
院士当主任委员

在沟通会上，汪俊林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公司一切工作都是
围绕着品质着力，其中就包括品质
研究院的成立。

“我们希望通过成立研究院，研
究出更高品质的酒，在未来5年、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让更多的人
记住郎酒。”汪俊林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研究院成立后，统一
调配资源，推进管理郎酒“大生产体
系”的所有品质科研工作。

据了解，研究院下设理事会、
院长、研究中心三层内部架构，邀
请行业顶级专家学者和合作单位

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在研究方
向上，将以“基础性研究”和“应用
型研究”并举，下设微生态环境、
粮食原料、制曲研究、酿造研究、
酒体研究、制造工艺和智慧工厂
七大研究中心。

首届专家委员会由孙宝国院士
担任主任委员，徐岩、高景炎、曾祖
训、胡永松、张五九、罗惠波、罗爱民
等权威专家加盟。同时，理事会作为
郎酒品质研究院的最高决策机构，
负责研究计划的制订，资金预算的
审批和成果的验收。

据透露，郎酒将从营收中提取
经费来支撑科学研究工作，长远规
划每年研发及技术进步的奖励费用
将超过1亿元。

谈涨价：
涨不涨价企业决定
买不买单消费者决定

目前，酱香酒在国内市场非常
吃香。

对此，汪俊林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首先要感谢茅台，在茅
台的带领下，酱香白酒已经越来越
被消费者接受、喜爱。其次，是得益
于酱香酒迎合消费升级的好品质，

“如果做不好品质，不能给消费者真
正的好酒，酱香酒，包括茅台、郎酒
也一定会被消费者抛弃。”

对于市民关注的白酒价格上涨
的问题，汪俊林强调：定价权始终在

消费者手中。“涨不涨价企业可以决
定，但买不买单由消费者决定。”汪
俊林说，“茅台价格那么高，消费者
想买还买不到。如果更多酒厂都能
像茅台一样做出极致的品质和品
牌，消费者就会有更多的选择，茅台
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谈庄园：
不赚快钱
希望留下百年品牌

郎酒庄园依赤水而建，目前庄
园优质酱酒年产量达3万吨，已有老
酒存储13万吨。未来，老酒储存将达
30 万吨。今年年初，汪俊林说过，
2020年“郎酒庄园”基本形成接待能
力，要把二郎滩打造成白酒爱好者的
圣地，全世界知名的酒庄。对此，各界
纷纷猜测，郎酒是不是要借助文旅产
业扩大其产业布局，增加收入？“做庄
园其实质也是做品质，只有建筑漂亮
了、环境优美了，消费者才能静心欣
赏风景、好好品尝美酒，才能感受到
郎酒的品质。”汪俊林在现场表示。

郎酒为何要投入巨资打造郎酒
庄园呢？汪俊林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 2012 年开始，他们就
开始深刻反思，很多中国企业快速
倒闭的原因就是在赚快钱。“忘却了
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汪俊林希望通
过建设郎酒庄园等举动，让郎酒为
古蔺的群众留下传统、留下财富，

“郎酒不为赚快钱，只为留下世世代
代的百年品牌。”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李伟铭 李晨 摄影报道

瞄准单身男女，先在社交网络上
建立亲密的联系，再拉拢对方参与网
络投资或赌博，背后做庄骗取巨额钱
财……近期，这种俗称为“杀猪”的新
型诈骗手法在网络上悄然兴起。

近日，西南净网安全宣传中心发
布2019年第二季度《西南地区网络安
全反欺诈专题分析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指出，“杀猪盘”手
法影响面广、涉及金额巨大，需保持
警惕。

此外，报告显示，第二季度西南
地区网络欺诈举报量环比下降10%，
占全国总量的9%，网络欺诈增长势
头得到有效遏制。

男性受害者是女性的2倍

今年4月，腾讯110与重庆市公安
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共同成立“西南
净网安全宣传中心”，围绕网络安全
教育进行警企战略合作。

西南净网安全宣传中心发布的
《报告》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在
网络被骗。从受害者的性别分布来
看，男性占比67%，是女性的2倍。不
过，在这一季度，女性人均受骗金额
的增幅高达90%，远超过男性增幅的
23%。

从年龄层来看，22~28岁的年轻
群体更容易上当被骗，占比高达
35%，网络诈骗呈现“低龄化”趋势。

《报告》中的一则案例是，云南某
大学的在校学生王同学，由于课余时

间较多，想尝试做电商增加生活补
贴。一名自称咨询做“广告代理”的网
友添加了王同学，声称可以帮她增加
人脉，提高销量。支付了广告代理费
后，对方又再提出需要支付产品授权
费，她才意识到上当。

受骗的年轻群体大多是在校大
学生、刚步入职场的青年，追求较高
生活质量的同时缺乏社会经验，成为
网络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另一方
面，中老年群体虽然阅历丰富，但一
旦受骗往往损失金额较大。报告称，
36~45岁的中年群体人均被骗金额近
1.5万元，成为高额诈骗的重点目标
群体。

“交易诈骗”手法居榜首

《报告》指出，2019年腾讯110第
二季度受理西南地区网民的有效
欺诈举报量为11.6万例。腾讯110平
台负责人袁成艳表示，第二季度西
南地区的欺诈举报量有明显下降，
得益于社会各界对于反诈骗的高度
重视，广大网民的反诈骗意识在不
断提升，但仍需警惕诈骗手法的不
断翻新，与黑产进行持续对抗。

从诈骗类型上看，“交易诈骗”的
举报量占比32.9%，是西南地区最常
见、最频繁的诈骗手法。诈骗团伙通
过出售实物或虚拟商品，收款后以各
种理由拖延发货，甚至拉黑、删除好
友等，以达到诈骗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暑假期间“低

价利诱诈骗”的举报量环比上涨
3.2%，成为增幅最快的诈骗类型。青
少年学生群体在购买闲置、二手物品
时，由于社会阅历较低，容易被打着

“低价出售”幌子的商品吸引利诱，尤
其需要提高警惕。

警惕交友诈骗“杀猪盘”

报告指出，西南各地区在网络欺
诈上表现出不同的案例和特点。其
中，重庆市“杀猪盘”新型诈骗手法让
较多用户上当且受损金额巨大，值得
广大网民警惕。

“杀猪盘”骗局源自黑产业内的
“黑话”。诈骗团伙与受骗对象建立起
亲密联系摸清底细后，以投资名义拉
拢受害人参与赌博或虚假投资，骗取
巨额钱财。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为

“养猪”，实施诈骗的过程为“杀猪”。
不同于以往“卖茶女”委婉或直

接索要钱财，新型“杀猪盘”的交友骗
局利用单身人士对情感与钱财的向
往与贪恋，往往更具有迷惑性，容易
让人上当受骗。

在未来，西南净网安全宣传中心
称，仍然将定期发布态势分析报告，
通过建立校园安全宣传联盟、进社区
等丰富宣传形式，大力响应公安部

“净网2019”专项行动，以线上线下结
合的网络安全宣传，打造了西南地区
良好、绿色的网络安全空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野 俞瑶

■诈骗团伙与受害者建立起亲密联系，摸清底细后，以投资名
义拉拢受害者参与赌博或虚假投资，骗取巨额钱财。

■“杀猪盘”利用单身人士对情感与钱财的向往与贪恋，布下
交友骗局，更具有迷惑性，容易让人上当受骗，须警惕。

““杀猪盘杀猪盘””

上市辅导已备案 郎酒最快明年IPO
作为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郎酒集团，上市计划一直

备受关注。昨日，在泸州市古蔺县举办的郎酒品质研究院
成立暨媒体沟通会上，郎酒集团董事长、股份公司董事长
汪俊林就上市计划、品质研究、白酒涨价、郎酒庄园等社会
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声明·公告
● 公 告
项目业主/相关人员：

我公司(单位)在温江区公
平街办合江社区二组修建的合
能·枫丹西悦三期项目已建设
竣工, 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
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合能·枫
丹西悦三期售楼部处， 公示时
间为2019年8月22日至2019年8
月29日。特此公告
成都恒悦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9年8月22日
●郫都区智宇汽车经营部公章
（编号：5101245043916） 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牧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95008367）
遗失作废。
●成都星心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997759
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饶铭（身份证号码:511011196
710171750）声明2017年2月21日
由彭州置信实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丹郡F区车位-1-293号收
据 （F0006911）、-1-294号收据
（F0006912）、-1-297号收据（F0
006913）、-1-772号收（F000691
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棕通石油配件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80034689、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8502541
7、5101080034691、510108000
4336、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8
0007676、5101080005094、 谢
宗亮法人章编号：5101080034
69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郁郁聪聪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14MA6CHR
BPX7）公章（编号：5101250066
252）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
1250066253）发票专用章 （编
号：5101250066254）刘长清法
人章 （编号：5101250066255）
均遗失作废。
●成都瑞盈丰商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8MA61T65N3X）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8526
673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85266740）遗失,声明作废。

●兹有林岚持有成都市华兴住
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凯华丽
景 5 -2 -2261 车 位 款 收 据
462744号金额19000元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成都弘大兴业商贸有限公司
发票章 （编号：510107516907
7）遗失作废。
●邓利华 （身份证号码：5110
21196901074032）声明2017年
2月21日由彭州置信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丹郡F区车位-1-
301号收据 （F0006915）、-1-
302号收据 （F0006916）、-1-
304号收据（F0006917）遗失 ，
声明作废。

●成都棕
通石油配
件有限公
司工会公
章 （编号：
51010850
09827）、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85009828）、蒲小蓉法人
章 （编号 :5101085009829）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互连众信科技有限公司
鄢健法人章（编号：5101079968
998）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簇桥街道七里村五组
林松遗失 《征地搬迁农户住房
安置过渡协议》，声明作废。

●杭州同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分司， 原负责人李林负责
人章（编号：5101040051001）遗
失，声明作废。
●刘文遗失成都志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
开具的红高东路199号商铺租
金收据， 收据编号：0039640
， 金额23000元 （大写贰万叁
仟元整），声明作废。

●兹有成都市青白
江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原有公章三枚
申明遗失作废 ，如
下：成都市青白江区
建设局公章 （编号：
5101130003441）、 财
务章（编号：51011300
03442）、张继平（编
号：5101130003443）

●杨琳身份证（号51010319670
4246247）2019年8月21日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后
果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为您服务 登报专线 86511885� �028-
QQ号：2408458226� �微信号：wnfw2019� �收费标准：80元/行/天 每行13个字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代
办
点

草市街 028-86615747� �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 �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 �

物资·物流 18982000584
玉林分部 028-85158028
金牛市民中心15108235758

广
告

《西南地区网络安全反欺诈专题分析报告》指出，2019年第
二季度，在重庆市出现“杀猪盘”新型诈骗手法，较多用户上当且
受损金额巨大。

郎酒集团董事长、股份公司董事长汪俊林

后期资金无法提现（“杀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