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被质疑跑路——
市场上一直存在对钱宝网的

质疑，甚至有人怀疑其为“庞氏骗
局”。而张小雷之前还曾录视频
“霸气”回应跑路传闻，声称悬赏
10万寻找幕后报料者。

监管关注函——
2016年9月，泡宝网发布公告

称，因济宁嘉诚劳务服务公司占
用泡宝网资金、关联方出售“钱宝
份额”等问题，收到山东监管局的
关注函。

七次风险提示——
自2016年1月起，主办券商西

南券商曾7次针对泡宝网发布风
险提示公告，原因包括关联方资
金占用未及时履行协议程序，股
票交易异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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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接近世卫组织提出的
“8020”（即80岁有20颗能够正常咀
嚼的牙）标准、迎接新年，上海市老
年基金会与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联合
发起“牙缺失老人种植牙报销行
动”。主要针对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
牙缺失者，提供口腔全景片检查、口
腔 CT 扫描等免费口腔检查项目。
同时，对于价格相对较高又没纳入
医保范畴的种植牙，提供 50 个名
额、每人每颗牙4860元的补贴。

■活动假牙会导致牙槽骨萎缩？
“很多提早开始牙脱落的患者，

往往有慢性牙周炎，一开始只是掉
一两颗，但后来会越掉越多，尤其在
佩戴活动假牙后，速度会加倍。”原
华西口腔医院种植专家林峰解释，
活动假牙会导致口腔不时出现黏膜
压痛、溃疡等现象，如果不注意清
洁，可直接导致牙周炎加重；而活动
假牙本身又会对牙槽骨造成损伤，
加快牙槽骨萎缩，两者结合，牙脱落
频率就会提高。

“其实，在欧美发达国家，活动
假牙已被逐渐淘汰。缺牙后，九成以
上患者会选择做种植牙修复。种植
牙拥有显现不伤邻牙，咀嚼功能、美
观性、口腔舒适性均媲美真牙的独
特优势”。

■处理缺牙 重价格更要重品质
一些缺牙市民一听有低价种植

牙就忍不住动了心。为此，林峰提
醒：为保障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和效
果，患者一定要选择专业、有种植牙
资质的机构，找有经验的种植牙医
生，并选择正规品牌种植牙材料厂
商提供的产品。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面向成都

推广的种牙报销活动，诚邀原华
西口腔医院种植专家林峰、国际
知名口腔专家小川广纯等组成

“特邀专家团”，他们都是有着 20
年以上经验的华西专家或外籍专
家。从缺牙者关心的价格和品质
两个方面入手，为缺牙者答疑解
惑，对缺牙市民给出既能解决吃
饭问题、又在经济上能承受的种
牙方案。

■资助种植牙补贴力度加大
特惠种植牙3880元/颗

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倡导、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支持下的“牙缺
失老人种植牙报销行动”，将为 50
名老人提供全套免费口腔检查及种
植牙治疗费补贴。

最近的行情确实太难预判了，前
天大盘还收出中阳线，昨天却又遭遇
重挫，沪指大跌30.34点，以3275.78
点报收，全天多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
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昨天白马股集
体 大 跌 ，上 证 50 指 数 跌 幅 高 达
1.89%。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行情如
此糟糕？大跌的原因找到了吗？

昨天上午大盘就在调整，但跌
得还不多。而到下午，跌幅就扩大
了，沪指跌了超过 30 点之后，尾市
也没有显著回升。从盘面看，昨天资
金流出迹象非常明显。从个股看，其
实热点还是有。比如此前提到的天
然气板块，昨天继续暴涨。尤其是贵
州燃气，更是逆天地出现连续六个
涨停，而佛燃股份涨幅也超过7%。

另外，新能源汽车板块昨天也
是盘中突然井喷，安凯客车、亚星客
车、金杯汽车等个股相继涨停。从消
息面上看，新能源汽车板块昨天确
实有利好刺激。据报道，财政部、税
务总局、工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公
告，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
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
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未来三年

免征车辆购置税，我觉得这个消息
对这个产业来说，确实是利好，值得
上一个涨停板。

既然市场有热点，为什么大盘
最终还是大跌？主要原因，还是白马
股遭遇抛售，保险、安防、白酒、零售
等板块，昨天都出现大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
一个原因是，元旦节临近，国债逆回
购利率大幅飙升，导致不少机构选择
此时出借资金，获取一个不错的绝对
收益。国债逆回购通俗来说，就是缺
钱的一方（金融机构）自报利息向你
借钱，同时以国债作为抵押。到期后，
缺钱的一方连本带息还钱，并拿回国
债。这个可以算是一种低风险高收益
的操作。当然，一般都是在季度末，收
益率会比较高，不会是常态。

所以，昨天这个因素算是对市场
形成的短期冲击，今天有可能还会延
续。但到周五，这一因素对市场的影
响就会大大减轻了。而之所以白马股
遭遇重创，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白马
股流动性好，资金进出方便。而白马
股的调整，应该还是短期行为。

总的来说，年末行情难预判，谨
慎操作或许才是上策。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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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茶楼转让
●ifs旁酒店寻合作15928862230

声明·公告
●武侯区李荣忠沙发辅料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0760�
0161215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湖耀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
开户许可证，证号：J65100616�
31802，声明作废。
●成都市妙厨食品有限公司法人
胡兴科私章， 编号510100909589�
5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四川成都浦江民富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雄川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于二0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
议》， 我行已依法将享有的对四
川一品天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成都兴润通商贸有限公
司、 四川省宇田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紫瑞通贸易有限公司4个债
务人的债权2017年9月30日转让
给成都雄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各债务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在15个工作日
内，向雄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清
偿 所 欠 债 务 （联 系 电 话 ：
028-65236379），否则，成都雄川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使用法律途
径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利 。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28日
●高新区合作之源建材经营部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096001
08958）正本、副本遗失作废
●本人刘亮不慎遗失购买景茂
雍水岸楼盘5幢1单元12楼1号
房屋缴款收据 （收据号码 ：
0001346）声明作废。

●票据遗失，成都云锋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给杨金堂的金都华府
2-2-10-6专项维修基金收据1
份，编号：0003491，金额：1074元，
声明作废。 盛凯公司开具给杨金
堂的金都华府2-2-10-6购房契
税收据1份，编号：0002300，金额：
4074元，声明作废。
●王波遗失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
杏酒店管理学院毕业证， 证号13�
6701201106000658，声明作废。
●成都市中川大总印刷设备有限
公司法人王大川私章编号510100�
00098636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 招租公告
现有成都市高新区天和东街
29号1栋1层1号 (408.04㎡ )和3
层1号 (603.88㎡ )、2号 (613.23
㎡ );2 栋 1 号 (85.36 ㎡ )、2 号
(86.07㎡ )、3号 (156.80㎡ )、4号
(81.20㎡ )、5号 (82.10㎡ )、6号
(113.64㎡ )、9号 (113.86㎡ )、11
号(81.14㎡ )、12号(99.86㎡ )、13
号 (170.05㎡ )、14号 (175.93㎡ );
3栋 3号 (45.21㎡ )、4号 (36.92
㎡ )、9号 (46.57㎡ )、11号(47.01
㎡ );5栋 6号 (105.88 ㎡ )、9号
(105.91㎡ )、10号 (69.17㎡ )、12

号 (88.63㎡ )、14号 (122.10㎡ )。
商业物业进行分零招租， 本次招
租标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个体工商户张佳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01073416064）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陶勇身份证(510121197312132�
694)于2017年12月22日遗失。
●四川天合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8036435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兹有王斌、周宗蓉购金牛区金
丰路191号华侨城原岸小区127幢
1单元2404号房屋首付款收据，票
号YAFK07656金额141832元，遗
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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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行情难预判
大跌原因是这个？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在成都启动
牙缺失老人种植牙报销行动

来电预约，享4860元的进口种植牙补贴+“口腔检查大礼包”双重优惠

①牙缺失中老年人种植牙，每
颗补贴4860元（仅限50人）；

② 进 口 种 植 牙 低 至 出 厂 价
3880 元/颗（不 可 与 种 牙 补 贴 同
享），仅限50颗，先到先得；

③华西专家或外籍专家一对一
亲诊，提供个性化种牙建议和方案；

④减免5000元专家手术费；
⑤一个电话报名，享受免费口

腔体检。
此活动名额仅限50个，额满即

止。参与方式：拨打四川名医健康热
线028-69982579。

活动内容：

支付宝近期推出了“邀请你瓜分
10亿红包”活动，用户在线下付款时，
商家可推荐用户扫码领红包，用户使
用后商家则获得相应赏金，每天都可
以扫码领取，最高99元，周五周六最
高888元。仅仅3个月时间，网上已被
支付宝扫码领红包霸屏，获得三四千
元不稀奇。

短信轮番“轰炸”你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不少网友表示，最近收到很多以
“支付宝”或“支付宝红包”开头的短
信，微信群与朋友圈也被无节制刷
屏，邀请瓜分10亿红包，要求收信方
复制此条信息打开支付宝，领取最高
888元现金红包，每天领一次。

这些短信多数要求网友复制信息，

然后打开手机上的支付宝APP“领红
包”。除了以“支付宝”“支付宝红包”打头
外，未留下任何发送来源信息，可能会
让部分人有收到官方短信的错觉。

然而，这些短信可能是一些人打着
支付宝的名义薅支付宝的羊毛，一些极
端情况，造成了137万元的惊人收益。同
时很多受到骚扰的网友不胜其烦。

在知乎“如何看待支付宝扫码领
红包活动”问题下面的回复里，不少网
友都有收到亲朋好友短信轮番“轰炸”
的经历。总的来说，网友们认为这是一个
成功有效的营销推广活动，“只是在QQ
群、微信群、朋友圈被过度消费了”。

蚂蚁金服：非官方行为
是有人为赚赏金滥发短信

蚂蚁金服副总裁袁雷鸣表示，用

户领到的红包以及商家获得的赏金
全部由支付宝承担，此举是为了进一
步在小商家中普及移动支付。

针对短信骚扰用户的行为，支
付宝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标注“支
付宝”的群发短信，都不是支付宝官
方发送的。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官
方不会发这样的短信，主要是一些
小商户和个人想通过这个活动赚到
赏金，他们利用短信营销平台，用户
打开短信越多，他们获得的赏金就
越多。”

12月18日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发
了一则“禁止使用滥发短信等破坏用
户体验的方式推广”的公告，表达了
官方态度和有可能采取的措施。“近
期，我们发现部分人群通过滥发短信
等方式推广这一功能，更有甚者使用
【支付宝】作为签名滥发短信，破坏了

用户参与活动的体验，也影响了支付
宝的品牌形象。我们在此提醒大家：
支付宝绝不鼓励这一过度推广行为。
如因骚扰用户引发投诉等不良影响
的，我们将采取取消活动参与资格等
处罚。如未经允许使用【支付宝】签
名，你需要承担由此引发的所有法律
责任。”

支付宝方面表示已采取了一些
预防+事后处理措施，包括后台监控
和模型判断。一旦发现有人采取滥发
短信等骚扰用户的方式推广吱口令，
会采取大幅降低佣金或直接取消佣
金，对异常账户取消赏金，甚至撤销
活动参与资格。

目前，支付宝处理了800多个恶
意套取活动利益的用户，也希望大家
看到这样的短信谨慎对待。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支付宝邀你瓜分10亿现金红包”

短信轮番“轰炸”你 到底咋回事？
蚂蚁金服：非官方行为，是有人为赚赏金滥发短信，并表示已采取了相应措施

成都钱宝俱乐部
何去何从？

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罪投案自
首的消息不仅在财经圈引发震动，也
让足球圈人士侧目——张小雷还是
中乙俱乐部成都钱宝的投资人。接下
来，成都钱宝俱乐部何去何从？

昨天上午，成都商报记者致电
成都钱宝俱乐部总经理袁立勇。对
于这一消息，袁立勇也显得有些茫
然：“我也不知道啊，也是不断有朋
友在朋友圈里问我，发私信给我，我
才知道。”对于张小雷投案后，成都钱
宝俱乐部接下来的走向，袁立勇表示：

“现在还没有接到确切消息。”袁立勇
向记者表示，他原计划今天去考察成
都钱宝冬训的基地。

12 月 16 日，成都钱宝俱乐部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新任主教练何
塞·卡洛斯·格拉内罗和体能教练哈
维尔·奥雷罗上任，并介绍了球队新
赛季备战的简要情况。新帅卡洛斯表
示来成都执教是因为欣赏俱乐部长
远发展的计划和冲甲的雄心，希望用
科学的方法帮助球队冲甲。在俱乐部
刚刚展现出新赛季冲甲的雄心后，投
资人突然出事，无疑会对球队接下来
的工作带来巨大影响。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成都
钱宝俱乐部是张小雷担任董事局主席
的江苏钱旺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并没有其他股东。张小雷出事
后俱乐部的前景确实叵测，“如果不能
运营下去，恐怕只能由成都市足协进
行托管了。”知情人士表示。

成都市足协方面表示，也是刚得
知这个消息，现在也只能先多方面了
解情况。至于成都钱宝俱乐部未来是
否需要走上由市足协托管之路，目前
还是未知数。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同 / 步 / 播 / 报

因涉嫌违法犯罪
钱宝网实控人张小雷自首
张小雷名下公司多达69家，其中一家新三板公司已于12月22日正式摘牌

张小雷自首当日
钱宝网还在推送新春祝福视频

12月27日，南京市公安局官方
微博“平安南京”发布消息称，钱宝
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
罪，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向南京市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南京市公
安机关正在开展调查。而就在自首
当日，钱宝网微信还推送了张小雷

录制的视频，12 月 27 日 9 时，钱网
官方微博还更新了相关促销推广活
动微博。

记者下载钱宝网手机客户端
“钱宝有票”“钱宝网”发现，这两款
APP 已经无法正常使用，官网无法
正常打开，“7×24小时客服电话”也
一直处于占线状态。

据工商资料，张小雷担任股东
的企业达有57家，其中一家名为泡
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泡
宝网）（832983，OC）的新三板公司，
已于12月22日正式摘牌。值得一提
的是，泡宝网的官方网站也无法打
开，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钱宝网的主体是上海洋井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1日，法定代表人张小雷。该公司股
东是张小雷（持股60%）、成都钱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40%）。而在成
都钱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构
成中，张小雷出资 490 万元，占比
49%。钱宝网曾在今年4月21日因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
系，被上海杨浦区监督管理局列入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直至7月28日，
依法办理住所或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后，才申请移出。

事实上，市场上一直存在对钱宝
网的质疑，甚至有人怀疑其为“庞氏骗
局”。对此，11月28日，钱宝网微信推
送了一条名为“钱宝告谣言者书”的消
息，钱宝网称平台越大，影响力越广，
越有可能受到无谓无据的诽谤。

而张小雷之前曾录视频“霸气”
回应跑路传闻，声称悬赏10万寻找幕
后报料者。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投
资人在留言区为钱宝网站台。得知张
小雷自首的消息后，甚至还有投资人
质疑“平安南京”官微是否被盗号。

记者注意到，就在张小雷自首
当天，钱宝网微信还推送了张小雷
录制的新春祝福视频，第二天微博
也更新了相关促销推广活动微博。

记者欲就事情详细始末做进一步了
解，多次拨打钱宝网客服电话，但一
直处于占线状态。

实际控制的新三板公司
曾收到监管关注函

据天眼查显示，张小雷名下公
司多达69家。由其控股的一家名为
泡宝网的新三板公司，不久前发布
公告称于12月22日终止挂牌。

泡宝网主要依托“泡宝网”网络，
以网络购物，积分换礼盒礼品服务等
形式进行商品销售以及同城配送服务
打造b2c平台，也设计游戏相关业务。
不过，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似乎并不乐
观。截至2017年6月30日，泡宝网营
收2286.4万元，同比下降55.44%；净
亏损1104万元，同比下降164.5%。

2016年1月，张小雷通过自己的
一家公司发行了 25000 个“钱宝份
额”，涉嫌构成非法发行债券。同年9
月5日，泡宝网发布公告称，因济宁
嘉诚劳务服务公司占用泡宝网资
金、关联方出售“钱宝份额”等问题，
收到了山东监管局的关注函。

一年多后，2017年12月5日，泡
宝网再次收到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决
定的公告，其 2017 年 8 月 29 日向成
都钱坤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张小雷
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无息借款
1400万元，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且
没有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自 2016 年 1 月起，主办券商西
南券商曾7次针对泡宝网发布风险
提示公告，其中原因包括关联方资
金占用未及时履行协议程序，延迟
披露年度报告，未取得相关资质就
代理钱宝开展相关游戏业务，股票
交易异常，变更实际控股人等。

记者登录泡宝网官网时，发现
网站已经无法打开，此前披露的联
系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每日经济新闻）

庞氏
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