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

吴法天）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就在禹晋永在

2010

年

7

月

17

日的凤凰卫视 《一虎一席

谈》节目中力挺唐骏一周后，在搜集了相

关证据材料之后他于

7

月

23

日向北京市昌

平警方报案， 检举禹晋永涉嫌诈骗和虚报

注册资本。

2012

年

7

月

13

日， 海淀公安分局

以涉嫌诈骗为由将禹晋永刑事拘留。

记者从禹晋永的新浪微博中看到，

其撰写的最后一条微博内容为 “昨夜北

京暴雨， 今天天气甚好， 很适合出门锻

炼！” 而时间却是

7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25

分。

记者发现， 吴法天曾在评论中写道，“禹

晋永于

7

月

13

日下午， 因涉嫌金融诈骗，

已被警方拘留。此后数日，其微博系他人

代为操盘。”这一点也可以从下述现象得

到印证，

7

月

13

日禹晋永发布了

10

条微博，

但是其下一条微博的发布日期却是

7

月

23

日，而

7

月

12

日其发布了近

20

条微博，之

前都很活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黄强

禹晋永被拘，有人代发微博？

本报资料图

记者：你们是怎样抓住禹晋永的？

答 ：

2003年我们发现可能被骗之

后，于2003年10月向海淀区公安分局报

案，要求追究禹晋永及其凯爱公司以招

标为由，虚构我公司中标的事实，收走

投标保证金50余万元的合同诈骗罪的

刑事责任。2012年7月13日，海淀公安分

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将禹晋永刑事拘留。

抓获禹晋永的过程很曲折，禹晋永

旗下公司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几个地

址，我们都去了，结果许多地址都是虚

假地址，我们都没有找到他，后来找到

一个办公地址，在一座别墅内，我们去

找那里也没有人。最后我们注意到禹晋

永在微博上给网友发奖，我们几个员工

先找到了他的车，后根据他的车找到了

他的家，才和警察一起把他抓获。

记者：本次禹晋永被刑拘前，贵公

司到法院起诉过他吗？从

2003

年报案到

7

月份被刑拘、

8

月

17

日被逮捕， 期间经

历了怎样的波折？

答：

没有作为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

过。2003年5月缴纳投标保证金， 至8月

也没有任何动静，经调查发现梁山项目

根本不存在， 根本不可能实际开工建

设，认识到招标只是一个幌子。在屡次

向禹晋永要求退还投标保证金，禹晋永

一直不退，且于2003年10月25日以另外

一个公司的名义向我公司发出一个称

经过评标、 我公司中标的 “中标通知

书”，明显是虚假的。再查，招标公司凯

爱投资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直

接到海淀公安分局报案，当时，海淀分

局口头答复构成诈骗。 后一直在侦查、

取证， 直至2012年7月13日将禹晋永抓

获，并刑事拘留。

他有他的高明之处， 骗取了政府

同意招标的各种文件，然后利用招标骗

钱。若有纠纷，他就辩解“我有权招标

啊！” 但实际上招标的工程根本不可能

存在，不可能开工建设，招标是他骗取

投标款的幌子。

记者 ：禹晋永称 ，其在

2004

年 “

8

·

31

” 土地大限之际动用近

50

亿元收购、

控股

25

家房地产企业， 储备土地接近

600

万平方米等等。 他在地产界能够动

用的资金和人脉是否能支撑他所搞的

那些动则上亿的“巨无霸”项目？

答：

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是他的所

有公司都是名符其实的皮包公司，除了

他的两三个亲戚作为公司员工外，没有

其他员工，没有实际的办公、经营地点，

2010年前是太阳城免费提供的27平方

米的注册地点，2010年后是每月花费

2800余元租来的使用面积30平方米的

房屋作为注册地点。

《每日经济新闻》

炎炎夏日，难挡勇者足迹。2012年7月

“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线” 正式启

动，并在全国火热招募。经过一个月的激

烈角逐，四川赛区的招募已进入最白热化

的决赛阶段，冠军谁属，能够正式入选雪

花勇闯队伍并于9月下旬“冲破雪线”，答

案即将揭晓。

在2012年度四川区域“雪花勇闯天

涯 冲破雪线” 的勇者招募中， 四川赛

区特别选择了“户外探险体验”的比赛

项目———结合了户外徒步穿越、 野营、

攀岩、山地自行车、溪降、野外生存等户

外项目的综合体验方式。此外，还将赛

程安排在极具挑战性的酷暑时节中最

热的时段内举行，以期实现身体素质及

个人意志力的最优选拔。

与往年招募不同的是，本届招募活

动的报名全面贯穿线上、线下，消费者

可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热线电话、

活动网站及现场等多种方式进行报名。

消费者在新浪四川网、 腾讯大成网、关

注@ 雪花欢乐四川、在四川区域指定卖

场、夜店购买或消费雪花勇闯天涯啤酒

系列产品，除可参加现场活动获取丰厚

户外用品礼包外，均有机会赢得雪花勇

闯天涯户外项目体验名额，最终有机会

参与“雪花勇闯天涯 冲破雪线”选拔

活动。招募自7月底启动以来，迅速得到

了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切关注。短

短一个月，共计数万人前来咨询本次招

募选拔，获得户外挑战名额参与户外项

目体验的海选人数也高达上千人。

经过初赛、 复赛的激烈竞争和严苛

选拔， 最终仅有数十人晋级四川赛区的

决赛。 这些选手将由专业户外教练指导

后，通过徒步穿越、野营、攀岩、山地自行

车、溪降、野外生存、团队协作、沟通能

力、环保意识等综合项目评分，最终胜出

一名综合实力最强的终极挑战者， 作为

四川区域代表， 加入到全国招募的数十

位勇士组成的雪花勇闯队伍中，于9月中

下旬共同奔赴雪线。

据了解，本届“雪花勇闯天涯 冲破

雪线”的活动招募在全国20多个省份相

继展开，而各地招募选拔的优胜者，将与

专业户外人士、 地理学家共同组建雪花

勇闯队伍， 向世界极高峰的雪线之极发

起挑战。活动期间，还将对地理地貌、环

境保护、 户外技巧等知识进行更深入的

科学普及，实践智慧与勇气的双重历练，

不断传承雪花啤酒“进取、挑战、创新”

的品牌理念。

扬帆八载，勇者无疆。从雅鲁藏布大

峡谷到长江源， 从远征国境线到极地探

索，从乔戈里到红军长征之巅，从可可西

里再到此次冲破雪线，华润雪花作为中国

销量超大的啤酒企业，凭借一以贯之的勇

闯精神开创了中国啤酒行业跨界营销的

新模式。而每一次的探索与挑战，不仅打

造了差异化的独有品牌标识， 更以其专

注、 持续实现了自身品牌巅峰的不断攀

越。

（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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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勇闯天涯 冲破雪线”四川赛区终极挑战者即将胜出

美国苹果公司股票市值20日达

6235亿美元， 打破微软公司在1999

年技术股泡沫期创下的6205.8亿美

元纪录。 苹果股票价格当天上涨

2.6% ，报收于每股665.15美元，本月

累计上涨接近9% 。

历经4个月回落，苹果股价最近

连创新高， 原因是市场传出苹果将

推新一代手机iPhone5和更便宜平

板电脑“m ini�iPad”的消息。

自去年年底以来， 苹果保持着

全世界股票市值最大企业的地位，

其市值比位居第二的埃克森美孚公

司高出54% 。 苹果股票市值在19个

月内完成了从3000亿美元到6000亿

美元的翻番。 它的庞大市值几乎相

当于技术行业巨头国际商用机器公

司（IBM ）、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

和惠普公司的市值总和。

新华社

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以来，沉寂了

两年半的搜索引擎格局开始被打破。成

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上周四亮相的360

综合搜索，弃用合作多年的谷歌，昨日

起已经成为360网址导航的默认搜索引

擎。部分网友反映，在一些版本的360浏

览器搜索框中，360综合搜索已经被设

置为默认搜索引擎。

事实上，360进军搜索并非偶然。

360的前身即为社区搜索引擎“奇虎”，

之后虽然业务重点转向安全领域，但搜

索的团队完整保留下来，搜索方面的技

术也在持续研发。

同时，360董事长周鸿祎曾经创办

了中文上网服务网站3721，后在2003年

将其卖给雅虎， 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在

周鸿祎看来，360综合搜索是网址导航

的功能延伸， 也是360开放平台的组成

部分。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很多人担心

360会冲击搜狗。对此，搜狗C EO 王小川

并不担心。“受到360搜索冲击最大的

其实是谷歌中国，” 上述人士表示，此

前360浏览器搜索默认谷歌， 它所带来

的流量一度占据谷歌中国流量的7成，

随着360搜索的诞生， 谷歌份额或被挤

压到谷底。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谁收走几百元？

“越狱”零成本

近

日，成都商报记者在走访太升路苹果专卖店发现，除了手机壳、

手机屏幕这些跟苹果系列沾上边的配件身价不一般以外， 苹果

系列独有的“越狱”环节更是喊出了“400元”的高价。与此同时，一

些小规模的苹果产品零售商替顾客越狱却只需要50元，而“越狱零

成本”更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当问到为什么不在韩国预约宋成旭
院长，而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成都时。韩
国女明星表现出非常失望的表情。“宋
院长在韩国是非常出名的，我姐姐当时
的手术就是排了好久的队才由宋院长亲
自做的，所以我这次做手术也必须非宋
院长不可，这也是姐姐的意思。在我确定
要做手术后，就曾亲自去找宋院长预约，
但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宋院长手术已
经预约到 2个月之后了。”
“按照宋院长的排期，2 个月之后才

能手术肯定是不现实的。当时我听到这
个消息非常着急，宋院长知道我的情况
后告诉我，他将于 8 月 22 日到中国成都
亲诊手术，到时候我可以去中国接受他
的手术，并把维多利亚女子医院的地址

写给了我。”韩国女明星说当时听到这个
消息非常激动，于是和宋成旭院长约定 8
月 22 日在中国成都见面。

维多利亚女子医院 newborn 私密整
形维养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宋成旭
院长此次来成都只做 3台手术，但韩国这
位明星小姐的行为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
一定会为她留一个手术名额，满足她追求
幸福的愿望。
据悉，韩国Roen 妇科医院首席专家

宋成旭院长已经正式在维多利亚女子医
院注册，以后将每月定期来蓉亲诊手术，
错过这次机会的蓉城女性可拨打热线
028-68666666 或登录 www.fkzx114.com
了解下次的亲诊具体时间。

为求幸福
来蓉“追”专家

newborn私密整形迎来韩国女星
“你好，韩国

Roen

妇
科医院宋成旭院长确定是
22

日来
newborn

做手术
吗？ ”一位带着墨镜，装扮
非常时尚的女性用韩语急
切的询问现场工作人员，

听不懂韩语的工作人员急
忙找来了医院专职韩语翻
译同这位女士交流。 当她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竟然
高兴地同翻译拥抱在一
起。

原来这位女士来自
韩国首尔，此次来成都不
是旅游， 而是 “追”

8

月
22

日来成都的韩国
Roen

妇科医院首席院长、维多
利亚女子医院

newborn

韩方专家宋成旭院长，让
宋院长做私密整形手术。

当她摘下墨镜那一刻，医
护人员才发现原来她是韩
国的一位女明星。

“我和男友前不久见了双方父母并
且决定今年 10 月结婚。”韩国女明星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当我把结婚
的消息告诉姐姐时，她第一句话却是：幸
福即将上路一定要去做私密整形手术
哦，这样他将来会更加宠爱你。原来韩国
女明星的姐姐在结婚前就去做了手术，
是想把最迷人的自己交给丈夫，事实也
证明夫妻二人婚后的生活特别幸福。
“姐姐不久前刚生宝宝，姐夫还亲

自陪她去做了产道整形。”说话时她的

表情流露出对姐姐幸福生活的羡慕。她还
说，私密整形手术在韩国很普及，她以前就
和姐姐经常一起去做私密保养。而韩国的
很多女性都要去医院做私密整形，她们觉
得这不仅仅是把自己最迷人的一面展现给
新婚的丈夫，也是对未来的婚姻生活负责
任的表现。让自己变得更完美，老公就会更
加宠爱。夫妻感情就会更深，家庭也会更幸
福。“其实更重要的目的是让爱人更喜欢
自己，”她偷偷地告诉坐在旁边的翻译人
员。

幸福即将上路女星选择做私密整形

专家韩国手术名额已满
女星千里来蓉“追”专家

顺“车”摸瓜

在家抓住禹晋永！

受害公司独家披露抓捕经过

四川省连锁商业经营协会昨日发布

“2012年度四川中国特许经营投资景气调

查”，今年，我省的连锁企业加盟店的增速

可能基本保持在10%以上，餐饮业、儿童教

育培训、网上购物、经济型酒店、速递、物流

等将成为具有潜力和投资价值的领域。

“目前来看四川餐饮连锁业以及儿童

用品连锁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板块，而

在餐饮里中式快餐以及火锅最受加盟投资

者的关注。”四川省连锁商业协会会长冉立

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此次调查涉及45个

行业，其中，餐饮业业态中，火锅的投资回

报处于领先，中式快餐的发展潜力最大。

不过连锁经营加盟商今年或许也将受到考

验。“特许经营投资回报期将延长是大趋势。”

冉立春告诉记者，对于连锁加盟所面临的挑战，

被调查企业普遍认为，人工成本和房租上涨是

今年面临的最大难题，据调查，近六成加盟商认

为，今年品牌投资回报期将延长。其中，超市、食

品和服务等十大连锁加盟行业的平均回报周期

延长至3年多。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苹果市值打破微软纪录

是 针 对

iPhone

操 作 系 统

（

IOS

系统） 限制用户存储读写

权限的破解操作。经过越狱的

i鄄

Phone

拥有对系统底层的读写权

限，能够让

iPhone

手机免费使用

破解后的

App Store

软件的程序

（相当于盗版）。

越狱：

周鸿祎又杀入搜索领域

投资连锁 看看四川热门潜力行业

餐饮

3.5

年

酒店

3.8

年

教育

2.4

年

汽车服务

2.9

年

投资回报周期

房屋装修

2.9

年

非食品专卖

2.6

年

个人服务

3.1

年

8月20日，经记者核实，

中国世代投资集团董事局主

席禹晋永， 已经于8月17日

被以“合同诈骗”被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批捕。至

此， 这位美国西太平洋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正式进入

司法程序。

尽管禹晋永一直在微

博上非常活跃，在现实中要

找到他却很难。禹晋永是怎

样被抓的？受害公司负责禹

晋永案件的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抓获禹晋永的过程颇

为曲折。

以下是记者专访该工作

人员，听其讲述这一过程。

接近零成本

记者走进太升路上一家“专卖店”

时，一位顾客正拿着他的iPhone4S找工

作人员“越狱”，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

手机连接在电脑上后，便在电脑上运行

了一两个程序，整个“越狱”过程不过

十多分钟。如此短暂、简单的过程，让人

觉得“越狱”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在苹

果专卖店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的苹果发

烧友小陈也坦言，“自己都可以越狱”。

他向记者描述了越狱的过程。“首

先，需要在电脑上下载一个工具，是用

来破解苹果系统权限的，此外，还需要

下载一个补丁，是在破解之后安装在手

机上的”， 在电脑装备齐全了这些东西

后， 只需要将苹果产品连接在电脑上，

运行工具破解了苹果系统权限后，再将

补丁安装在手机上，“越狱”就完成了。

而这个破解系统权限的工具和补

丁都是能够在网上下载的，并且是免费

的，小陈告诉记者，“很多人自己都可以

越狱，零成本是大家都知道的”。

大店小店差价大

在太升路上多家专卖店里，都能够

听见工作人员大声吆喝着“一次性越狱

280元， 包终身400元”， 细问之下才明

白， 一次性越狱是指在一年之内，“越

狱”后的系统出现问题可以保修，而包

终身则是指， 如果版本升级后还需要

“越狱”，则都是免费的。

在一些专卖店大打“保修牌”和

“终身制”时，一些小规模的零售商

则以低价格“搏杀”市场。位于人民

南路的一家数码广场里有很多家这

样的小零售商，他们为顾客“越狱”

只需要50元。

都想“插一脚”

据了解，现在市场上有打着“苹果

专卖店”旗号的“山寨店”以及一些私

下销售苹果系列产品的小零售店，这两

种没有苹果公司授权的店铺都打开大

门，做着“越狱”生意。

记者致电苹果官方网站上几家授

权店，虽然多家门店均表示“越狱要承

担风险，不能越狱”，但却仍有部分门店

表示，“可以越狱，一次性‘越狱’收费

200元，没有包终身的服务”，但当记者

提出授权店不能越狱的说法时，一位工

作人员立即表示，“是在下载区 ‘越

狱’，不是我们这里，我们是分开的”。

从提供 “越狱” 的几家授权店方

面，记者得到的一致回答是，越狱之后，

原苹果系列产品拥有的保修服务将被

取消，多家授权店也都表示“建议不要

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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