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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拍竞拍APPAPP拍字画赚快钱拍字画赚快钱？？

有人1天损失20万
APP平台公司已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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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座SUV近年来一直是
市场的宠儿，但真正能做到宽
适空间的大七座车型却很少。
ID.6 X来自专为生产纯电动
车而研发的MEB模块化电驱
动平台，电池包位置及车重配
比优先且量身考量。相比“油
改电”车型，ID.6 X的车内空
间布局显然更合理。平板式的
电池模组布置方式令车辆轴
距更长，前后悬更短，车内空
间 也 更 具 优 势 。整 车 长
4876mm、 宽 1848mm、 高
1680mm，轴距长达2965mm，
大空间豪华享受完全能满足
用户一家出行时对舒适性的

“挑剔”眼光。
家庭出行，尤其是二胎家

庭出行，座位数是硬指标，
ID.6 X座椅布局有6座/7座可
选，7座车型灵活布局且实用，
更适合全家出行；而6座车型
拥有宽适的座椅布局，提供第

二排双独立座椅，尊享舒适。
作为一辆全家人出行的

“全能车”，除了有宽适的空间
表现，人性化的储物空间也被
ID.6 X考虑得十分周到。受益
于电动车的天然优势，ID.6 X
采用了前置电子挡扭，前排中
央通道区域节省出大量空间。
基于本土市场喜好，上汽大众
对该区域进行了创新规划，增
加诸多舒心便捷的设计。比如，
ID.6 X采用对开式卷帘设计，
前后区域可分别开关，整洁美
观，呈现多功能的隐藏空间布
局；大进深的储物格加上三爪
式杯托，大瓶饮料都能安放。倾
斜的平台带防滑胶粒，支持手
机无线充电功能。有线充电时
的电线也可隐藏在三角盖板
下，令“整理控”也能安心使用。
来到后排，带防滑胶粒的储物
格、中央通道尾部出风口、两个
Type-C接口等，功能很完备。

推荐一款车，要求“30
万、七座、纯电动、大品牌、
e家人都满意”，这个命题
是不是让你很为难。现在，
标准答案来了——

它就是上汽大众全新
七 座 智 能 纯 电 SUV
ID.6 X。

上月，上汽大众ID.6
X在上海国际车展亮相并
开启预订，初见版补贴后
价格在30万元以内，将在
6 月份实现上市交付，
NEDC最高续航里程为
588km。

在ID.6 X之前，大众
品牌在国内推出的首款
MEB平台纯电动车上汽
大众 ID.4 X 已经上市。
ID.6 X是上汽大众第二
款 MEB 平 台 纯 电 动
SUV，一经登场便收获高
度关注，因为它将七座、纯
电动、这几个备受消费者
关注的特点都集于一身，
而且大众品牌在中国市场
的品牌力巨大，是不少国
内消费者心目中的金字招
牌，所以，不止是纯电动车
市场，就算是在传统燃油
车阵营，不到 30万的售
价，对于有高品质七座车
需求的消费者来说，ID.6
X也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
的选择。

续航与安全不仅是电动车用户
关注的重点，也是家庭用户最为在意
的指标。此次开启预订的ID.6 X初
见 版 为 后 驱 车 型 ，最 大 功 率 为
150kW，峰值扭矩为310Nm，电池容
量为83.4kWh，综合工况续航里程
（NEDC）达588km，对于家庭的短途
城际出游来说绰绰有余。ID.6 X的
车机与APP上有20万根桩的信息，到
年底扩展至30万根桩，解决充电困
扰。此外，ID.6 X初见版可通过直流

快充在一杯咖啡的时间内快速充至
80%电量。

消费者最关心的用电安全方面，
ID.6 X的多层结构电池包采用4重电
芯安全设计，并经过338项电池包安
全测试，远超国标标准，涵盖碰撞、火
烧、热扩散、高低温存放、温度冲击、
盐雾测试等测试，保障电池包在各种
极端工况下的安全。全新的车身安全
设计以及底盘处严密的防护系统，更
降低了电池包受到外界冲击的风险。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内在美”，
ID.6 X在颜值上也能一眼俘获人
心，外观延续了ID.家族的设计语言，
炫光星空独特的手法借用贯穿灯带
延至两侧的LED大灯中，最为显眼的
就是整车中间发光的logo，增强了整
车的辨识度，整体尺寸相比同价位区
间竞品优势明显。内饰方面，贯通式
仪表台设计与多处悬浮式设计的应
用，让层次感也更加丰富，仪表台前
部的交互式灯带，能以不同颜色的灯
光点亮效果反馈信息，比如导航只是
转弯、变道时，它都会以不同形式的
蓝色灯光效果来提醒，而当有电话呼
入时，则会亮起绿色灯光提醒。仪表、
中央触控、AR-HUD增强现实抬头
显示组成的三屏交互架构摒弃了堆
砌功能按键的传统交互思路，更具科
技感和便利性。

在智能驾驶方面，ID.6 X搭载
的带来IQ。Drive L2+级自动驾驶
辅助，以交通拥堵辅助系统和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为子功能，支持方向
盘脱手检测及带Stop & Go自动跟
车启停，让行车更加智能、安全。
Front Assist前部安全辅助系统、车道
偏离辅助、SWA变道辅助等诸多功
能一应俱全，给驾驶者满满信心。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内，ID.6 X有望增
加OTA升级，通过在线升级实现体
验改进和功能增加。

作为传统燃油车市场的领军品
牌，为了开辟纯电动市场，上汽大众
除了把价格做到30万元以内区间，还
拿出了特别的购车福利，消费者现在
下订ID.6 X初见版即享e见倾心礼
包，包含8重福利与8重礼遇，可谓诚
意满满。 （刘爱妮）

30万、七座、纯电动、大品牌、e家人都满意
选什么？答案来了

588km续航 338项安全测试 再树品质标杆

电动时代 更懂年轻的心

宽奢空间 满足e家出行的“全能车”

近日，来自成都的手艺人雁
鸿应粉丝要求，用易拉罐作为主
材料神还原电视剧《甄嬛传》中
华妃头饰，惊艳众人，视频播放
量几百万，一度冲上多个网络平
台的热搜榜。

该头饰最大的亮点，莫过于
用易拉罐制作。雁鸿告诉记者，
这种头饰以前是用点翠这种传
统工艺进行制作，后来多以仿点
翠来制作，比较常见的材料是丝
带、染色鹅毛等，“使用易拉罐材
料是我们原创的方法。”雁鸿表
示，头饰仿点翠部分是他们自己
原创的方法，用易拉罐、染色鹅
毛、A4纸再加一些铜丝来制作。
此外，其他部分使用了贝珠、玉
石、玛瑙等材料共同制作完成。
雁鸿说，团队前前后后耗时约两
个月完成了这个作品，效果十分
不错。

雁鸿曾是一名护士，辞职后
转行当了化妆师。工作中接触到
头饰造型，通过不断积累经验，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心做起
了手工艺。华妃头饰便是其团队
前前后后耗时约两个月完成的，
而头饰中最主要的仿点翠部分
则使用了易拉罐材料进行替代
制作，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方法。
对于走红，她并没有太在意，依
旧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对于未
来，她表示希望可以创建品牌，
更好地推广传统文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片据受访者

◣“快钱”机会：
朋友介绍“1天能赚1千”

在竞拍玩家中，赵先生算是较早接
触“翰墨千秋”APP平台的。今年1月22
日，他在朋友介绍下，走进了这款APP
在成都金牛万达广场B座706的办公区，
并在当天注册成为玩家。赵先生介绍，
吸引他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好
友的推荐，“她当时给我说有个很赚钱
的生意可以做，1天能赚1千多元。”

根据赵先生的描述，当日在办理
注册时，朋友以及平台方工作人员的
介绍，“翰墨千秋”是一个竞拍APP，拍
卖的物品主要为字画。玩家注册后，可
在每天上午和下午的两个时段内，点击
页面的拍卖物参与“抢单”。而赚钱的方
式则是：抢单付款之后，将竞拍到的字
画交由APP平台再次转拍，过程中，平
台收2%的转拍费，而玩家除了可以收
回本金，还可以拿到1%的溢价收益。

赵先生介绍，在注册当天他便拍
了一幅2000元的字画试水，第二天果
真赚了钱。之后，他便不断加大资金
抢单，还将这一赚钱的门路介绍给了
身边的人。

◣ 意外突至：
一天“抢单”20万 却财物两空

3个月过去，赵先生确实赚到了
钱。他直言：“有七八万。”不过意外却
在4月22日突然发生。

赵先生介绍，4月21日，他在平台
共计抢拍到了11单字画拍品，支付了
20余万元。并全部交与APP平台于第
二日转拍。正常情况下，这批字画可
为他带来至少2000元的收入。不过4
月22日，他发现，APP不断提示升级，
而页面内绝大部分拍卖物都流拍了。

不仅是赵先生，通过他介绍参与
进来的另外数十名好友也遇到了同
样的情况。“我们这个团队涉及的金

额就将近200万元了。”更严重的情况
发生在之后。赵先生介绍，没过多久，
APP内的商品和数据信息逐渐下架
减少，之后甚至无法再打开。APP成
都负责人曾向其解释，公司建了一个
新平台，这些钱可兑换成积分转移到
新平台上，再兑换回同等价值的商
品，到时还是能继续赚钱。“但至今这
些数据都没有转移成功。”

赵先生也由此面临财物两空的
境地——既没有拿回钱，也没有拿到
字画。

4月21日，巫女士抢拍了共计4.7
万元的字画，计划在第二天的转拍中
大赚一笔，但同样遇到了流拍。而与
赵先生不同的是，她没有相信平台负
责人的“转移数据”之说，而是选择了
提货。然而，当收到这批价值万元的
字画时，巫女士发现，这些字画并不
如APP页面中描述的那样，“所谓的
名家作品就像地摊货一样，是那种很
普通的手绘画，感觉不值钱。”

◣ 记者调查：
APP平台办公点人去楼空，
公司已申请注销

目前，派出所已对报案人员进行
了登记，并介入调查。根据玩家提供
的地址，记者来到了“翰墨千秋”APP
成都办公点。现场，两扇玻璃大门已
经上锁，无人办公。据同楼层其他商
家介绍，706室已有多日没有开门。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给我们讲解
业务的地方，负责人还在这里给我们
上了课，说他们正规合法、安全可
靠。”巫女士介绍，“但流拍的事情发
生后，负责人却一句话把我们推开
了，说爱找谁找谁。”记者查询到，关
于“翰墨千秋”APP遭受质疑的声音
在两年前就已在国内多地出现，网络
上有多人讲述“竞拍遭骗”的经历，而
所述手法也与赵先生及巫女士所述

相似。
根据多人介绍，“翰墨千秋”APP背

后所属公司为翰墨千秋（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注册
资本为3000万元，实缴561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高某兵，成立时间为2012年
12月13日，经营范围主要为互联网文
化活动及拍卖业务等。而该企业的风
险等级则显示为“高”。最新信息显示，
该公司已于2021年5月20日向市场监管
局登记，申请注销，注销原因为“决议解
散”，目前已成立清算组进行债权清算。

根据玩家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
试图联系APP成都负责人但未能接
通，公司电话亦未接通。

◣ 律师说法：
如“竞拍”本身是虚构的，
则平台行为涉嫌诈骗

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
占表示，综合目前多位APP玩家的说
法，平台行为或已涉嫌诈骗。其介绍，
从“抢单”、“竞拍”、到“转拍”，所有交
易过程，都可能是虚构的。

“只是该欺骗手法较为新颖，从
表面来看玩家能赚取不少收益，但随
着玩家资金投入的增加，平台公司从
中能够赚取得更多，而一旦资金数额
较大，平台公司便可能携款跑路。”王
英占表示。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刚
表示，在本案中，从玩家的讲述来看，
玩家在该APP上所看到的和参与竞
拍的字画拍卖物很可能是虚构不存
在的，或者隐瞒了真实的情况，玩家
看似付款给了拍卖物的“卖家”，而该
卖家也可能是平台虚拟的，资金最终
进入了平台。而如果平台的整个竞拍
都是虚拟的，是以占有玩家钱财为目
的，那么平台则涉嫌诈骗。
成都商情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张琰 摄影报道

5月24日上午，一群焦急男女聚
集到了成都荷花池派出所门前的空地
上。他们各自统计着自己的损失，选出
了一名代表到派出所帮忙报案。

他们都是因一款名为“翰墨千秋”
的竞拍APP而走到一起的。根据现场
多人的讲述，这款APP主要从事线上
字画拍卖，注册即可参与，而玩家在
“抢单-付款-转拍-卖单”过程中，不
仅能够收回自己的本金，还能额外获
得1%的溢价收益。

“前期确实能够赚钱。”多位受访
者表示。但今年4月22日，意外发生了
——玩家们在前一天以大笔资金竞拍
的字画，在由平台转拍时，几乎全部出
现了流拍，且APP上的数据也在之后
逐渐被“掏空”，到最后彻底无法打开。

玩家们损失巨大，有人一天支付
20余万抢单竞拍，最后却“财画两空”。

成都妹儿用易拉罐
神还原华妃头饰走红：
希望推广传统文化

在APP中每天曾经可进行两场竞拍

电视剧中华妃头饰原版

雁鸿用易拉罐制作的华妃头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