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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杜若宣身份证号5101061997
01011840于2019年9月18日遗
失， 即日起非本人使用与本人
无关，特此声明。
●成都庭跃建材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MA
68D75KOU） 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5838133
78200015，核准号：J651011611
3701），遗失作废。
●高新区知白茶业经营部，王
盈燕法人章 （编号：51010954
43955）遗失作废。
●江海波 （身份证5101321974
1121001X） 高级工程师证书及
评审表（据成建委【2013】职改
字04号文件）遗失。

●成都方亚世纪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75510
617）遗失作废。
●成都晋兴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7MA6DH3D
Q6U）贾桃法人章（编号：5101
075398689） 公章 （编号：510
1075274975）财务专用章 （编
号 ：5101075274976） 发票专
用章 （编号：5101075274977）
均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康丰农资学珍
加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1400600049503）遗失作废。
●四川天之绮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4MA61RWU20A）公
章 （编号：5101045088080）遗
失作废。
●成都沃特地下管线探测有限
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章 （姓
名：林建国，编号：5101003005
842）遗失作废。

●成都奇良机械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95479
835）遗失作废。
●四川省正典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李文华法人章（编号：510100
8758158），遗失作废。
●成都英才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3027501）遗
失作废。
●成都清源清洁有限责任公司
新津分公司，法人私章（编号：
5101326004749）遗失作废。
●成都市寰宇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吴向荣机动证证号（808286
8）遗失作废。
●梁雪购买成都龙光世纪中心
商品房诚意金收据（No.0004219
金额贰万元整， 开票日期：2019
年7月21日）遗失作废。
●成都市郭氏恒春堂商贸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09003946）郭勇法人章（编号：
5101009003947）公章 （编号 ：
5101009003948）遗失作废。

●成都天露雄鹰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MA6CUAP84B）副
本、公章（编号：5101075532249）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九星医院公章 （编号：
5101080005296）、 颜克林法
人章（编号：5101009441673）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志洪宇辰商贸有限公司
郑志法人章（编号：5101085232
575）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乔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原法人乔德乾法人章 （编号：
5101075123025）遗失作废。
●金牛区沙西广告设计部陈永
伟法人章（编号：510100826122
8）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姚府火锅有限责任公
司，姚思成法人章（编号：51010
99946423）遗失作废。
●四川明日博观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99060
91）遗失作废。
●普惠易融（成都）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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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沪指上涨13.62点，以2999.28点
报收，涨幅为0.46%，3000点整数关又摆在
眼前了。创业板反弹力度更强，创业板指
数大涨1.57%，重新站上1700点大关。

昨天，大盘以震荡走势为主，权重股

表现一般，所以指数也没有什么大的动
静。不过，小盘股，尤其是科技股，又开始
重新升温了。光刻胶、PCB、半导体、5G等
板块，都有不错的表现。一些上市不久的
次新股表现尤其突出，比如小熊电器、三
只松鼠、值得买、华培动力等。

另外一个板块重新引起了达哥的注
意，那就是科创板。上市首日，晶晨股份就
创下最高价166元，但是前天已经跌到了
82.27元，最大跌幅高达50.44%。正是因为
晶晨股份的股价表现，昨天市场开始重新

关注科创板，是不是这个板块已经跌到位
了？至少，昨天所有科创板个股，只有一只
下跌，其他全部飘红。对于科创板，是不是
跌到位了，这个不太好说，只能说跌多了
之后，一些短线资金可能会去博反弹。

而下周，即将上会的一家公司金山办
公，到时候上市可能又会被炒作一番，因
为国产办公软件WPS Office和金山词霸
均出自这家公司。

昨天尽管没有重新站上3000点大关，
但如果你没有太高的预期，可能3000点就

会不攻自破。据媒体报道，改革后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将在9月20日迎来第
二次报价。对于此事，我认为有必要重点
关注。有了本周一全面降准的“加持”，第
二次 LPR利率继续小幅稳步下行的可能
性非常高。20日沪指能否收复3000点，可
能就要看它了。

对于后市，我认为还是围绕3000点震
荡的可能性更大。毕竟，还有一周多时间
就是国庆节，近期缩量明显，指数暂时不
看也罢，预计以个股行情为主。（张道达）

9月16日达志科技公告称，公司实控
人夫妇拟将公司 16.68%股份转让给衡帕
动力，每股转让价 29.1 元，转让价款总计
5.13亿元，并且实控人将不可撤销地永久
放弃行使公司 41.2%股份表决权，公司控
股股东、实控人将出现变更。有观点认为
创业板借壳上市第一股要来了，不过，笔
者觉得，谈创业板借壳上市为时尚早。

现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了重组上市的认定标准：
要构成借壳上市首先必须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改变，其次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60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
规模必须达到资产总额 100%等比例。显
然，单纯控制权变更并不构成借壳上市。

当然，本案控制权转让有个创新做
法，就是原实控人向新实控人转让部分股
权的同时，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永久放弃
行使公司 41.2%股份表决权，由此将形成
新的股权格局：原实控人夫妇持50.04%股
份、但仅拥有8.84%股份表决权，新进实控
人将持有16.68%股份及其表决权，新进大

股东之所以能拥有控制权，得益于原实控
人放弃表决权。

但在笔者看来，如此控制权转让显然
存在法律漏洞。新实控人持有16.68%股份
就可安安稳稳行使上市公司控制权吗？未
来除了前两大股东，在外散落的股份还有
33.28% ，如 果 有 收 购 者 收 集 股 份 超 过
16.68%，那请问，到底谁是上市公司的实
控人？“永久放弃表决权”是否真能做到，
什么东西能有“永久”一说？

不仅如此，达志科技原实控人的持股
中，有20.88%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如果将来
股价下跌，需要强制平仓，那么接盘者拿到
的股票，到底是否拥有表决权。如果因为

“永久放弃表决权”导致接盘者也不能拥有
投票权，那A股市场就发明了一个新型股
票：“没有表决权”的裸股，比较奇葩。

再回到借壳上市正题，单纯控制权变
更并不构成借壳上市，要谈衡帕动力是否
会借壳上市，还要看未来衡帕动力的资产
注入情况，前面已经说过，目前法律环境
下不允许衡帕动力注入资产规模过大、触

及借壳上市红线。
另外，在目前核准制下，借壳上市由

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来审核，但创
业板也在推动注册制，注册制下的借壳上
市，或许就该参照科创板重组上市做法。
科创板已经明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统一
由上交所审核，涉及发行股票的，实行注
册制；在实操层面，目前上交所已经发布

《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并修改完成后
才能正式出台实施。未来创业板借壳上
市，也可能由深交所来审核。

创业板启动伊始，就一直向市场传递
创业板不支持借壳上市的理念。即使科创
板允许重组上市，放开创业板借壳上市也
应慎之又慎，因为科创板是一张白纸，而
此前禁止创业板借壳上市有多个政策文
件的合理支撑，要拆除这些政策框架需要
考虑政府信用。

归结来看，创业板借壳上市，还处于
政策谋划阶段，而且还可能要考虑与注册
制相衔接，或许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成行。

单纯控制权变更并不构成借壳上市，要谈衡帕动力是否会借壳上市，还要看未来衡帕动力的
资产注入情况，而目前法律环境下不允许衡帕动力注入资产规模过大、触及借壳上市红线。

创业板借壳上市尚未生米煮成熟饭
□熊锦秋

1967 年，马尔克斯在他的长篇
著作《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
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
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
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
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纵观
当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了
一个人吃饭、旅行、睡觉，把孤单过成
一个人的生命狂欢，勇敢地加入到孤
独经济的大潮中来。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 年民
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有
超过 2 亿单身成年人，其中有超过
7700 万独居成年人。围绕这一庞大
的群体，精明的商人已经第一时间嗅
到商机，把孤独变成一门生意。因此，
市场上也出现了许多商业形式，例如
一人火锅、迷你公寓、自主唱吧等。

我认为，随着网络和技术手段的
日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大
大降低，即使身边没有家人和朋友的
帮助，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滋润。

独居人口日渐庞大，他们倾向通
过消费手段来排解内心的孤独，而当
这类群体在社会演化中，形成一定的
群体效应之时，就由此产生了“孤独
经济”。因孤独而消费这一市场需求
是无比巨大的，因为接近80%的孤独
人士每月至少会花1000元来排解孤

独，有的甚至还会购
买更昂贵的相关精神
产品或服务。

最近看过一则新
闻，讲的是中国首只
商业克隆猫公司年收
入2000万，一周接五
六个订单的报道。该
克隆服务公司称，克
隆猫定价为每只 25
万，而克隆狗则为每

只38万。克隆服务公司还称，客户的
情感消费占绝大部分。

据2018 年日本一份“与AI人工
智能恋爱”的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调
查的六成日本男性愿意和AI谈情说
爱。他们认为，对着虚拟人物谈恋爱
消耗的精力远小于跟人谈恋爱，但收
获的精神满足和治愈感并没有因此
而减少。

我认为，当前孤独经济方兴未
艾，还衍生出许多个性化的产品和服
务，但是未来中国孤独经济的发展前
景并不光明。一是观察到大部分单
身、独居成年人并非真正地喜欢这种
状态，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
朋友或者另一半；二是孤独经济更多
的是市场的炒作，虽然它看似顺应了
市场需求，实则是营销的噱头，目的
是为了为排解孤独而产生消费，所以
这并非真正的孤独经济。真正的孤独
经济应该朝着促进一个人生活越来
越健康、丰富方向发展。

孤独并非与生俱来，可能与没有
维系、拓展人际关系的精力有关，也
可能与城市工作及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有关。事实上，暂时地享受孤独并
非坏事，反而有益于养成独立思考的
习惯，总体上有益于身心健康。虽然
一些孤独经济的表现形式可以有效
缓解孤独，但要认识到真正要想摆脱
这种情绪，依然来自于自身的努力，
而不是外界的刺激影响。

社会以及媒体关注孤独经济的情
况，总体是良好的，但是未来应该朝着
正能量方向去引导。正视单身群体的
现实需求和变化，给予理性的包容与
接纳。因为孤独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将
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还会回归家
庭，寻找人生伴侣。总而言之，我认为，
享受孤独是一种生活的至高境界，也
是人生最好的一种修行，说不定还能
够通过孤独思考获得灵感，然后做出
有益于社会的成绩。

孤独经济
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宋清辉

近日，大数据风控服务商有点惶恐不
安，又一轮强监管风暴笼罩头顶，多家公
司接连曝出被调查的丑闻。

此轮监管风暴正值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一级巡视
员兼副局长杨春艳披露，截至目前，已收到
8000条针对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的举报，其中实名举报占到近1/3。

在大数据防控公司中，爬虫是低成本
获取数据的捷径。爬虫作为一种计算机技
术，具有技术中立性，爬虫技术在法律上从
来没有被禁止。爬虫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
到20年前，搜索引擎、聚合导航、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业务，都需要基于爬虫技术。

爬虫技术并无对错之分，关键是这个
技术由谁来掌握，有没有授权，又用在何
处。现在一些“小爬虫”为了商业利润，不惧

突破监管红线，铤而走险。比如APP欺诈，
“下载即发红包”，这已是欺诈的广告词，代
价是你必须允许让其偷看头像、昵称等个
人信息，甚至厚颜无耻地让其浏览相册等。

现金贷发展调整生长期，多数网贷公
司依靠运营商爬虫来做风控，爬一次约需
1~3元，大多用在用户失联后，想方设法找
到其亲朋好友来催款，有的甚至施加暴力。
大数据风控公司提供借贷人的信息，“通风
报信”，从法律角度上讲，其涉嫌为虎作伥，
要负连带责任。如果那些信息不是通过授
权爬得，更是要负直接法律责任。

大数据防控公司处于网贷产业链的
最上游，监管部门此次加强对大数据防控
公司的监管，其实是从网贷的产业链上游
抓起，是对网贷监管的完善和升级。

《网络安全法》规定，未经授权爬取用户

手机通讯录超过50条记录，公司法人最高可
获刑3年；未经授权读取用户公积金社保记
录超过5万条的，公司法人最高可获刑7年。

在数据“裸奔”的时代，上述行为并不
构成违法，有了法律的明确界定，并建立
了安全体系，在此情势下，大数据防控公
司还想打擦边球，妄图非法获取或贩卖数
据，实在是不识时务。

有鉴于此，为了廓清行业行为，网信办
已起草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使用和安
全监督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此外还公布
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对
个人信息的委托处理、共享、转让、公开披
露和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处置进行了说明。

总之，大数据防控公司合规才能生
存，遵纪守法才是人间正道。

能否收复3000点，就看这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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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爬虫”惶恐不安
遵纪守法才有出路

□蔡恩泽

监管风暴>

■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
■一人火锅、迷你公寓、自主唱吧等孤独经济形式出现
■80%的孤独人士每月至少会花1000元来排解孤独，有的还会购买更昂贵
的精神产品或服务

爬虫技术并
无对错之分，
关键是这个技
术由谁来掌握，
有没有授权，又用
在何处。“技术向
善”的终极追求，是让
技术服务于民众，而不
是损害民众利益为少数
人牟利。

“爬虫”
一种常见的数据
捕获技术，又被
称为网页蜘蛛、
网络机器人，
其按照一定
的规则，自
动从互联网
上提取网
络信息的
程 序 或 脚
本。爬虫作
为一种计算
机技术，搜
索引擎、聚
合导航、数
据分析、
人工智能
等业务，
都 需 要
用到。

■9月6日杭州大数据风控平台魔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接受查
处，目前，该公司官网已无法打开。有报道称，或许与其爬虫、数据
等相关业务有关。

■公信宝的运营公司杭州存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
局查封。公信宝涉嫌非法收集微信、支付宝、淘宝、京东、信用卡账单、学信数
据、芝麻信用分等，窃取网民的信息，交易用户敏感数据，与P2P平台合作牟利。

■聚信立的运营公司上海诚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商户下发暂停爬虫服务的通知。
聚信立官网则显示，截至目前，合作机构超过3300家，覆盖人群14亿人，用户总量达
1.5亿，超日均查询超220万次，总查询次数10亿次，黑名单库1200万人。另外，聚信立在
官网展示了30家与其合作的商户，其中包括京东数科、小米、点融网、兴业消费金融、浦发银
行信用卡、中银消费金融、百度、万达、包商银行等。

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商家出售所谓“大数
据”信息采集服务，号称“专业爬虫”。

简历采集器设有城市、兼职岗位、性别、年龄
和发布时间等筛选条件。 图据南方都市报

制
图

李
开
红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个人信息安全

规范》已出台，《网络生态治理规定》正在制定，国家将通过这些法规标准指导督促互联

网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监管新技术、新应用。

技术
向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