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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投资单车想躺赚
项目黄了回本难

目前，部分车主已报警 成都高新警方已受理案件

2018年7月5日
星期四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目
（第二十七期）

1、第一个公开向神学挑战并宣告自然科学的独立的科学
家是 。
A.亚里斯多的 B.哥白尼 C.伽利略 D.牛顿
2、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首先制成发电机的是 。
A.迈克尔.法拉第 B.爱迪生 C.贝尔 D.西门子
3、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的岩石圈分为六大板块，其中
惟一全是海洋的板块是 。
A.太平洋板块 B.印度洋板块
C.亚欧板块 D.南极洲板块
4、远视眼配戴眼镜时，所戴镜片是 。
A.凸面镜 B.凹面镜 C.圆柱镜 D.三棱镜
5、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用3.5个小时，而从乌
鲁木齐返航北京时，飞行速度不变，却只需要3小时，原因
是 。
A.地球自转的影响 B.两地时差的影响
C.中纬度高空西风的影响 D.飞行线路的影响
6、决定生物由水生——陆生、简单——复杂、低等——高
等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是 。
A.遗传 B.变异 C.生存斗争 D.自然选择
7、太阳系中，中心天体太阳的质量约占太阳系总质量的

。
A.91% B.93.7% C.98.6% D.99.8%

8、电能是用途最广泛的能源之一，它属于 。
A.二次能源 B.一次能源
C.不可再生能源 D.可再生能源
9、下列关于中国的航天航空发展说法错误的是 。
A.“中国航天第一港”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B.“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于2008年9月25日发射，翟志刚实
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太空漫步
C.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68年遨游太空
D.航空火箭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
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10、含羞草的感应性对它生存的主要意义是 。
A、防止损伤枝叶 B、利于捕食昆虫
C、利于水分运输 D、利于体内有机物的分配
11、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其标志为 。
A.蒸汽机的发明，纺织机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
B.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
C.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原子
能的发明与使用
D.蒸汽机的发明，纺织机的发明，原子能的发明与使用
12、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
A.空气上升与下降的对流运动
B.水平方向上气压的差异
C.地势高低的不同
D.不同高度空气的密度不同
13、在中国古代，茶叶最初的用途是什么？

A.食用 B.药用 C.饮用 D.以上都不正确
14、以下不属于高压电力线路短路的主要原因的是 。
A.天灾 B.违法施工 C.火灾 D.异物短路
15、为什么被水蒸气烫伤比被开水烫伤更严重？
A.因为蒸气的温度更高
B.因为蒸气变成水会释放热量
C.因为蒸气变成水会吸收热量
D.以上都不正确
16、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1863年建成于 。
A.东京 B.纽约 C.巴黎 D.伦敦
17、按照目前近代物理研究的最新成果，物质的最小构成
单位是 。
A.质子 B.中子 C.夸克 D.强子
18、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提出了“蓝色革命”的新构想，其
科学含义是 。
A.围海造田 B.利用海水提炼食盐
C.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向蓝色海洋乃至内陆水域索取人们
所需要的众多优质水产品
D.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海洋和内陆河水变得更蓝
19、运用试管香蕉技术来推广优良香蕉品种，这种技术属
于 。
A.基因工程 B.细胞工程 C.酵工程 D.发酵工程
20、目前国际公认的高技术前沿是指 .
A.生物技术 B.航空航天技术
C.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D.新材料技术

答题学知识
快来用科学武装大脑吧！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第二十七期）题目，答题收获满满科学干货

在中国古代，茶叶最初的用途
是什么？为什么被水蒸气烫伤比被
开水烫伤更严重……嗨，又来到每
周一次的头脑风暴时刻了。一道道
有趣又好玩的科学知识，一边答题，
一边武装我们的头脑。自从本报刊
登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
目后，就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激
发了大家参与的热情，众多答题爱
好者已成为死忠的“刷脑粉”。今天
又是周四，快来参加报纸和新媒体
时代的互动答题吧，人人争做科学
达人。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请拿出手
机，扫描右侧“科普熊猫”二维码，关

注后参与知识竞答，你将有机会走
进电视台演播大厅，成为CDTV-2
每周日20：00全民益智科普知识电
视大赛《你好科学》的答题闯关嘉
宾，获得科学达人的闪闪勋章哦！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花一万块钱可以购25辆共享单车的所有权，接着便能享受每辆车每天2元的收益；而车主还可以向下发展“会员”，每发展一
个会员便能获得一辆车的“奖励”，每天的收益再多2元。然而这种躺着挣钱的模式持续了不到一年便遭遇提现受阻。多位车主称，
他们的车主微信群最多时有500人，“多的十多二十万，少的也有1万。”

车主们疑心被骗，一度怀疑该公司是否曾投放足量车。原负责该公司营销的负责人肖强称，在温江和宜宾有过投放，不过他
不清楚投放了多少；该公司原法人代表则声称投放了五六万辆车，其中近九成在温江，并且有过报备。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了温江区交通运输局，被告知并未有报备；而温江区城管执法大队也表示未接到报备通知，也没有在路面
上见到过该车的印象。目前，车主们已经向成都高新警方报警，警方也已受理了该案件。

规则诱人
7个月可回本
发展“会员”还有奖励

巫女士来自雅安，去年9月
她注意到朋友圈有一则投资营
销，里面提到有一款名为“TiB-
ike”的共享单车可以投资，“投资
门槛是一万块钱，一万块可以购
买25辆这种共享单车的所有权，
然后两年的时间里可以享受每
辆车每天2元的收益；2年之后，
车归公司。”巫女士表示，很快就
可以算出来：一天50块，7个月就
能回本。

进一步了解后她还得知，投
钱后自己还可以发展“会员”，每
介绍成功一个会员，该会员只要
投资一万元，发展者便可以被赠
送一辆车，“等于就是每天多2块
钱的收益。”不过，巫女士表示，
发展会员者的奖励只能限于除
自己以外的往下三级会员，“花5
万元做代理，发展的下线，就没
三级的限制了。”

“那会儿共享单车很火。”第
二天，巫女士和丈夫一共投入了
7万元。“那个共享单车APP里面
每天都能看到收益，而且提款到
支付宝都是秒速到账。”巫女士
表示。

眉山的郭先生便是朋友发
展的“会员”，他投入了12万元，
简阳的王女士开始也投了1万
元。“大家有个车主微信群，最
多的时候达到500人，还有一些
没入群的。”他印象中，车主们
的投资额多则达20万，少的也
在 1 万 ，“ 总 投 资 应 该 超 过 千
万。”他估计道。

问题频出
提款受阻
公司“空”了APP也无法登录

微信上，公司营销人员偶尔
会发骑着该橙色单车以及投放单
车的图片；线下，车主们还会在公
司接受营销人员的培训。然而一
直顺畅的提款却在去年12月底开
始卡壳。

巫女士回忆，月底的时候她又
像往常一样提现，“说不能到账”。
简阳的车主王女士告诉记者，当时
大家就一级问一级，被告知系统维
护。“当时刚好是元旦，那个理由我
们也理解。”王女士表示，之后1月2
日她还再度投入了2万元。

无法提现的问题在节后并未
解决。1月8日，“当时平台的负责
人说冬天冷，没生意，不收新车主
了。”车主唐先生回忆。之后举行
的“TiBike”负责人和车主参加的
团年宴上，“他们说是单车市场不
行了，要支持公司的其他项目。”

这个时候车主们有些慌了。
王女士新投入的2万元甚至还没
有拿到收益，郭先生的投入也只
拿回来一半，巫女士的钱只收回
了4万多一点。接着大家发现，单
车所属的“成都等马风投科技有
限公司”也在11月24日更换了法
人代表，公司官网也打不开了，公
司的APP也不能登录了。情急之
下，3月份有人赶到了公司，“发现
搬不见了。”

大家疑心：公司到底有没有
投放过足量的车？王女士、郭先生
现实中都没有见到过他们投资的
单车，而巫女士只听朋友说在温
江看到过。

原营销负责人：
11、“、“不清楚投放了多少车不清楚投放了多少车””
22、“、“一共收到单车款六七百万一共收到单车款六七百万””

在车主们的引领下，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该公司原
营销负责人肖强。

“我是去年7月份到的公司，并没有劳务关系，只是
负责营销和推广单车。”肖强曾在微信上晒出过自己骑
着TiBike的照片，他称，这是去年8月在宜宾投放时的照
片，而作为运营总监，肖强拿出了部分自己向公司原法
人代表廖敏强转账单车款的记录，仅11月29日便有标
注为“单车款”的4万元转账，他也一共收到单车款六七
百万。不过，肖强称自己不清楚投放了多少车。

为何在更换法人代表之后，还要转单车款到廖敏强的
账户？肖强称，因为单车款一直都是转到这个公司的账户。

原法人代表：
11、“、“投放了五六万辆车投放了五六万辆车，，主要在宜宾和温江主要在宜宾和温江””
22、“、“单车销售款收入只有单车销售款收入只有300300万左右万左右””

“肖强和公司没劳动关系，是我们请来推广和卖车
的。”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廖敏强，他称，自己创业做共享
单车，去年5月份开始投放车辆。廖敏强介绍，他们的车骑
行每小时一元，“数据计算，每天骑行3-5次就可以有3-5
元的收入，就从里面拿出2元给车主。”不过他称，因为没
有考虑到车辆的损坏率，这种想法在运营中被证实并不可
行。他称，车辆投放主要在宜宾和成都市温江区。“五六万
辆的样子，比例为1：8左右。”不只投放了，廖敏强称，还在
温江区交通运输局报备过。

单车销售款收入有多少？廖敏强称只有300万左右。
他表示，公司的车是399元一辆，“我们260元一辆批发给
了肖强。”而肖强的销售模式和门槛，廖敏强表示自己并不
知情，“都是肖强告诉我们谁新买了几辆，系统再按新数
量返收益。”

投资单车>

近日，成都市郫都区德源
街道红展东路一土建工程发
生一起因挖掘机野蛮施工引
发天然气燃烧的火灾事故，事
故共造成经济损失约15万元。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两名涉嫌
破坏易燃易爆设施罪的犯罪
嫌疑人执行逮捕。

2018年5月4日凌晨1时
许，四川某建筑公司施工人员
何某某、挖掘机驾驶员干某某
在红展东路改造工程不按规
定野蛮施工，将地下的天然气
管道挖破并引发火灾事故。

事故发生后，郫都区公
安分局高度重视，迅速启动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预案，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赶
赴现场处置。派出所和交警
大队民警迅速设置警戒区
域，对现场进行封控、管制，
并及时疏散周边群众及车
辆。消防大队调集8辆消防
车、41名消防官兵对现场火
势进行控制。火势于凌晨4时
28分被全部扑灭。

事故造成运输挖掘机工
具的面包车烧毁、挖掘机液压
管损坏及周边1240户住户停
气（天然气于次日恢复），紧急
疏散住户3000多人，共计经济
损失约15万元。

经深入调查，警方依法
对涉嫌破坏易燃易爆设施罪
的何某某、干某某刑事拘留。
目前，两人已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

此案系一起道路建设施
工人员不按相关法律法规、野
蛮施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典型案件，相关责任人也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在此，公安机关提醒全市
各建筑工程施工单位要吸取
教训，在生产作业时不能肆意
妄为、野蛮施工，一定要严格
遵守各项安全生产的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消除和治理各类
安全隐患，有效防止和减少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野蛮施工挖破天然气管引起火灾
周边1240户住户停气
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几乎覆盖整个成都的暴
雨渐渐退去，各地受灾的区域
水位减退。

今年6月下旬以来，成都
及周边地区迎来了一轮又一
轮的强降雨，出门人手一把伞
已成了日常。明明刚才还是晴
天，可能这会雨说下就下了。

不仅如此，那种东边大雨
西边放晴的区域性降雨，更是
变得更加普遍。

今年夏天成都的降雨总
体情况会怎样？每到这时，能
否多增加天气预报的次数，包
括区域性、临时性预报的频次
和服务，成了市民们最需要
的。

7月4日，成都市气象局相
关负责人做客《成都面对面党
风政风热线》，就市民关心的
问题做了解答。

持续性强降雨
或不再出现

尽管强降雨告一段落，但
成都市气象局副局长罗泳平介
绍，现在成都强降雨天气形势
还是比较严峻。

今年以来，成都的降雨比
同期有明显的偏多，特别是6
月份偏多八成。

成都市气象台天气室科
长李愉分析：“根据我们的统
计，从进入汛期以来，特别是6
月下旬以来，到今天为止全市
已经出现了3场区域性的暴雨
天气过程，特别是6月下旬持
续性的强对流降水天气。”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
析，预计未来一周成都地区
还是处于这种多分散阵雨的
时段，特别是在8日前后和11
日前后，可能还会有相对比
较明显的强降雨天气过程，
局部降雨量可以达到暴雨或
者大暴雨，但是像6月下旬这
种持续性的强降雨，持续时
间比较长，天数比较多的情
况，目前的预测是不大可能
出现的。

除了6月下旬，成都地区
在7月1日的晚上到7月2日的
晚上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的情
况，其中整个蒲江最大的雨量

达到330毫升左右，像这样的
一种强度，未来会出现吗？

李愉谈到，从气象预测来
讲，7月8日和11日前后的降雨
过程，局部50-100毫米的降
水出现的可能相对比较大一
些，像蒲江这种250毫米以上
的极端性的强降水，目前来看
可能性不是很大。

突发性强对流天气
可提前3-6小时预测

李愉介绍，根据目前的装
备和技术预测能力来看，针对
6月下旬以来成都区域性的强
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有能力提
前24-72小时，对这种全市范
围内大面积的强降水作出预
报，发出灾害性天气预警，但
是对极端性的，就是一个小时
单点下50毫米以上这种，个别
的强对流天气，目前主要依靠
短时预报的手段进行补充，大
概提前6-12小时。

针对夏天这种短时的强
对流天气，目前有两种产品，
第一种产品是一种浅式预报，
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这个预
报主要针对全市各区县气象
部门，时效性一般是12-24小
时，提前发给下面的区县，而
突发性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
局地的话，根据现在的卫星、
雷达，以及预测方法来看主要
是提前3-6小时，会及时发布
短信、灾害性短铃天气预报或
者是预警信号。

同时，根据今年的汛期气
候预测来看，在7月底到8月中
旬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
气，这是和成都本地的气候背
景密切相关的，从常年的数据
统计来看，成都从7月中旬到8
月中旬之间都会出现高温的
天气，但是具体出现的时间
短，按照目前的预测水平，气
象部门只能提供未来3-7天
的预报，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
关注天气预报和相应的发布
渠道，因为按照气象预报要
求，当有高温天气发生的可能
性，气象部门会发布这种高温
预警和信号。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8日11日前后
可能还有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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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刚开始APPAPP
里每天都能看里每天都能看
到收益到收益，，提款都提款都
是秒速到账是秒速到账””
■■““提款失败提款失败，，
公司法人代表公司法人代表
更换更换，，官网无法官网无法
打开打开，，APPAPP也不也不
能登录了能登录了””

公

司

说

法

■■原营销负责原营销负责
人人 ：：只 负 责 推只 负 责 推
广广，，不清楚投放不清楚投放
了多少了多少
■■原法人代表原法人代表：：
投放了五六万投放了五六万
辆车辆车，，在温江区在温江区
交通运输局报交通运输局报
备过备过

相

关

部

门

■■温江区交通温江区交通
运 输 局运 输 局 ：：并 未并 未
报备报备
■■当地城管执当地城管执
法队法队：：没有见过没有见过
该车的印象该车的印象

否认Tibike曾备案
城管表示印象不深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宜宾当地媒体曾发微博表示
“Tibike快捷单车亮相宜宾街头”，未透露数量。不过，温
江区交通运输局运输公交科工作人员否认了Tibike曾有
过备案，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对这种车也印象不深——
按照Tibike自称的比例计算，温江区投放了超过4万辆。

肖强称，自己提出方案：让车主们把债权转让给自
己，他再去跟公司原法人代表廖敏强索要。不过，车主们
并不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车主们已经向成都高新警
方报警，警方也已受理了案件。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刘海韵

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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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万元购花一万元购2525
辆共享单车所有辆共享单车所有
权权，，享受每辆车享受每辆车
每天每天22元的收益元的收益
■■每发展一个每发展一个
会员便能获得会员便能获得
一 辆 车 的一 辆 车 的““ 奖奖
励励”，”，每天的收每天的收
益再多益再多22元元

部分车主来到成都，希望向该公司讨要说法

警方出具的受案回执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