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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鲜言等
责任人赔偿投资者
损失合计 233.89 万
元。”5月19日，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鲜言等证
券虚假陈述纠纷案
作出一审宣判，支持
原告全部诉请。

▼国内首例证
券支持诉讼胜诉，无
疑是一个标志：在行
政处罚、刑事追究之
外，中国证券市场正
尝试通过强化民事
追责，弥补投资者保
护机制的“短板”。

首例证券支持诉讼胜诉
投资者保护机制着手“补短板” 近日，“一带一路”的机遇成

为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不少企
业家热议“走出去”谋求更大发
展。个贷中心积极为企业解决融
资难题，帮助川企“走出去”。有贷
款需求的个人和企业主不妨拨打
028-86748844，或直接去个贷中
心（位于顺城大街249号成都银行
4-7楼），额度高、放款快速、有无
抵押都能轻松贷到款，贷款最高
额度可达3000万元。
■查个人征信立等可取

个贷中心开通征信秒查系
统，现场查询立等可取。手机实名
登记半年以上的市民，可申请最
高50万元信用贷款。
■有房就能免费贷

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有
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
款 ，无 需 手 续 费 ，拨 打
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主城区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利息高低根据客户资质的评分而
定。这种产品优势是放款速度快、
利息低、可单方面签字。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可
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
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社保
公积金放大贷；还可用个人商

业保单贷款，年缴保费放大60倍，
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
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
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
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
理；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提供
不同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
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也
可拨打028-86748844申请汽车
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2.5小
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
心现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
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的车
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市民张
先生急需要资金周转，奔驰车被
查封，通过个贷中心申请到35万
元应急贷款。目前个贷中心欢迎
各地有识之士加入，一起在个贷
中心的平台提升自己与公司的价
值，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作热
线：028-86748844。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检查通知书号 /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号 /税务事项通知书号

成都融源经贸有限公司 91510106725361727L 成国税三稽检通一[2017]58号
成都林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0106577353505 成国税三稽检通一[2017]59号
成都山伟锻件有限公司 91510106749730638U 成国税三稽检通一[2016]190号
金牛区治鸿建材经营部 510181197408036433A2 成国税三稽限改[2017]1 号
成都荣钏矿业有限公司 9151011378542868X0 成国税三稽通 [2017]4 号

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7 年 5 月 22 日

《税务检查通知书》及其他税务文书的公告
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关于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之规
定，现我局向下列纳税人公告送达《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务检查
通知书》及其他相关税务文书，限下列纳税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
领取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名单附后。

联系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 12 号 6 楼 610 室
联系人： 陈 翔
联系电话：028-8626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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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培训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收电脑网吧公司积压80608000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律师服务 声明·公告 ●李华身份证（5107021976122�
61221）、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于
2017年5月17日遗失。

餐馆转让
●正通顺街餐饮火锅囗岸优转，
可同时容纳上百人13540308105

店 铺

●商铺出租： 抚琴西路171号2楼
734平方米13980435765李先生

招 商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3980071287李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一带一路”带来巨大商机
个贷助力川企走出去

上周，大盘在周二盘中完成二
次探底，沪指重新站上年线关口。不
过，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市场再次
陷入缩量震荡之中。而上周五，沪指
基本平盘报收于3090.63点，并未站
上年线，而沪市成交量却极度萎缩
到1501.6亿元，整个市场观望氛围十
分明显。近一段时间来，消息面总体
略微偏空，上周末也没有出现有利
于后市的消息。本周究竟该如何应
对？道达与牛博士就此展开了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周市场
真是有些折腾，本来沪指都重新站
上年线了，结果持续缩量之后，指数
又回到年线之下，你对上周行情作
何评价？

道达：尽管上周二的反弹还算
比较强，但我在道达号（微信号：dao-
da1997）的文章中也说过，这一波调
整，沪指下跌了将近300点，所以即便
是探底反弹，也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
的“V型”反转，多空双方还会围绕年
线附近展开争夺。所以，对于近期市
场的走势，我的态度是以震荡筑底为
主基调。而本周，我认为多方信心要
想重新树立，还需要一个过程。另
外，由于近期消息面比较复杂，而且

总体是相对偏空的，所以我感觉大
盘未来的震荡很可能还会延续。

牛博士：似乎达哥对后市不太乐
观啊，那么你认为操作上该如何应对？

道达：就指数而言，是一个震荡
筑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个股的风
险会比较明显。我认为，在操作上，对
于两类个股需要提高警惕。首先，是
对次新股要提高警惕。近期，第一创
业的暴跌无疑给市场敲响了警钟，五
月份以来，该股的跌幅已经高达43%，
究其原因，就是第一创业9.8亿股首
发限售股于5月11日上市流通，正是
这个因素，导致第一创业出现暴跌。
而在上周五，虽然第一创业避免了
连续四个跌停的尴尬，但成交量放
出了巨量，机构跑路非常明显；除了
次新股之外，大家对小盘股、“壳”资
源股的风险也要提高警惕。最近一段
时间，ST股退市、暂停上市的案例加
起来出现了好几起。有人或许会说，
现在A股上市公司的退市率依然很
低，但按照现在管理层的监管态度，
加上新股密集发行，未来“壳”资源股
的贬值，小盘股的挤泡沫，必然会发
生，暂停上市、直接退市的案例相信
会越来越多。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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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面持续偏空 本周如何应对？

首例诉讼从“破冰”到胜诉

《民事诉讼法》规定，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
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
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这
是我国支持诉讼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2016年3月，上海证监局发布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多伦股份——现为匹
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存在未及时披露多项对外重大担
保、重大诉讼事项等违法违规事实，属
于虚假陈述行为；同年7月，多位投资
者委托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向法
院提起诉讼，成为全国法院系统受理
的第一例证券支持诉讼。

原告认为，匹凸匹公司未及时披
露其子公司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的虚假陈述行为造成了其
损失，故诉请判令匹凸匹公司及其实
际控制人鲜言和时任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恽燕桦作为共同被告赔偿经济损
失，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海市一中院一审支持了14位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被告鲜言应
当对原告方的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及
印花税损失、利息损失进行赔偿，共计
233万余元。被告匹凸匹公司及恽燕桦
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至此，
国内证券支持诉讼“破冰”10个月后，
迎来了首个案例的胜诉。

开“追责到人”先河

作为首例证券支持诉讼，“匹凸匹
案”受各方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开

“追责到人”的先河。
上海市一中院表示，被告鲜言时

任匹凸匹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应
当明知公司重大担保事项应按《证券
法》相关规定对外披露。但其未尽管理
职责，系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直接责
任人，应对原告损失承担首要赔偿责
任。被告匹凸匹公司作为被处罚的上
市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恽
燕桦系《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虚
假陈述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应
当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

在屡见不鲜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案例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监高
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利用上市公
司的法人人格进行虚假陈述，以此获取
非法利益。对于这种侵害投资者利益、
损害市场诚信文化的行为，行政处罚对
相关责任主体的经济惩戒相当有限。以

“匹凸匹案”为例，鲜言虽遭证券监管部
门顶格罚款，金额也仅为区区30万元。

“从以往虚假陈述违规侵权的诉
讼案例看，上市公司往往是唯一被告。
即使相关高管承担责任，也只是连带
赔偿责任，经济方面的惩戒与警示效
果有限。”投服中心总经理徐明说。
法律界人士评价认为，“匹凸匹案”将

“维权对象”由上市公司转向直接责任
人，首次以司法案例的形式明确直接
责任人的首要赔偿责任。

补投资者保护机制“短板”

在A股市场上，通过讲故事、玩概
念、规避不利事项披露等行为炒作股
票谋利的行为层出不穷。处于相对弱
势的中小投资者，则往往受限于知识、
经验、精力、资金等因素而不得不为违
法违规行为“埋单”。

2001年至2015年间，共有214家上
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被行政处罚。但公开
信息显示，其间仅有65家公司被投资者
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占比约为三成。

虚假陈述等证券欺诈行为发生
后，投资者若选择自行起诉，不仅面临
调查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
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等专业性方面
也有明显欠缺。

面对中小投资者的维权困境，作
为由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金融类公
益性机构，投服中心以接受投资者委
托的方式“试水”证券支持诉讼，为投
资者提供了新的权利救济渠道。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商法研究室
主任陈洁等法律专家表示，发展公益
性维权组织、探索证券支持诉讼，有
助于在行政处罚、刑事追究之外，通过
强化民事追责弥补投资者保护机制的

“短板”。 （新华社）

去年，同为山西老乡，融创孙宏
斌在紧急时刻对贾跃亭施以150亿
的援助。曾经，融创在收购另外一家
上市公司金科股份部分股权时表
示，不会攫取后者控股权，但其后融
创显露无遗的增持意图，还是让金
科股份现第一大股东颇为紧张——
融创的手法，会不会在乐视身上重
演，成为乐视人事变动最大的悬念。

“梦想家”贾跃亭回到现实

“自己身兼数职，精力有限。为

了让更强的团队投身乐视网的管理，从经
营管理上、财务核算、资金计划上会有较
大提升，才进行这次调整。”贾跃亭昨日在
发布会上透露，这次组织结构的调整时间
很长，真正开始决定期是去年八九月份。

外界对贾跃亭辞任乐视网CEO的事
存在不同解读。互联网分析师钱皓则认为，
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好事，乐视网太需要
好的职业经理人，能很理性地操盘和评估
每个商业决策了，而不是只靠创始人的情
怀和理想来支撑公司长期健康的发展。

在昨天的媒体沟通会上，贾跃亭也
坦诚地说，“在管理上，一直是乐视的短
板，所以在公司的治理架构和公司的管
理上，孙总（即孙宏斌，编辑注）给我们提
供了好的建议，包括上市公司体系未来
战略方向、治理架构、管理模式上的讨
论等。”

从去年11月乐视爆出资金危机，到
融创中国拯救乐视于水火，再到如今的高
管离职、子生态裁员收紧，以及内部组织
结构调整，贾跃亭所说的恰逢其时或许是
一个故事的结束和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未来，贾跃亭要去向何方

在昨天的媒体沟通会上，贾跃亭表
示，未来乐视只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上市
公司体系，一个是汽车，其他业务都会合

并到上市公司。而在 5 月初的融创中
国2016年业绩发布会上，孙宏斌曾公
开表示，预计未来乐视的主要依靠为
乐视网的上市部分和乐视汽车，乐视
汽车贾跃亭要怎么玩就怎么玩，而他
的主要精力也将在汽车上，至于上市
公司部分，还有融创中国。

有分析指出，乐视已不是一个人的
乐视。在融创战投乐视后，孙宏斌就强调
乐视上市部分要与乐视非上市部分隔
离，尤其是其极为看重的乐视致新更应
如此。于是，孙宏斌早于乐视公告透露梁
军任命，被媒体解读为孙宏斌掌握乐视
网控制权的标志，意味着乐视已经易主。

但在昨日媒体沟通会上，融创的
财务代表刘淑青表示，融创自投资乐视
以来，一直以来充当的是一个支持者的
角色。孙宏斌本身一直在表达自己对乐
视的看好，包括看好贾跃亭本人。绝对
不存在大家误导的一些认识，比如控制
权之争，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

回顾乐视去年的风波，贾跃亭将
其总结为两个原因：发展过快和自身
的能力不足。这直接导致了乐视体育
的裁员，手机业务进入准休克状态。

“这是教训，接下来更重要的汽业务
中，规避手机业务的问题。”贾跃亭说。

（每日经济新闻）

乐视网人事大变动 贾跃亭辞任总经理
昨日，乐视网的一

项重磅人事变动让整个
财经圈为之震动——贾
跃亭辞去乐视网总经理
一职（保留董事长职
位），一同辞职的还有公
司财务总监杨丽杰。接
替这两个最核心管理职
位的人，分别是乐视致
新总裁梁军（任总经
理），乐视控股中国区
CFO张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