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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过“ 西 藏 冒 险 王 ”死 亡 迷 雾 还 原 一 个 真 实 的“ 冰 川 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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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前订制的台历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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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都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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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妨大胆一些
你不妨大胆一些，
，爱一个人
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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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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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充电宝市场格局迎新变化

小电科技赴港上市
共享充电宝市场格局正在迎
来新变化。
4月30日，
杭州小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小电科技”
）
在港交所披露招股书，
有望成为该
行业港股第一股。此前的4月1日，
怪兽充电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同
一天，
街电与搜电宣布合并。
浙江证监局官网显示，2020
年7月，小电科技与浙商证券签署
上市辅导协议，
拟在创业板上市。
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小电科
技完成3期上市辅导工作。
不过到了2021年4月，浙江证
监局官网发布了浙商证券关于终
止小电科技辅导备案的申请报
告。报告称，
“ 鉴于小电科技战略
调整，公司决定暂时调整上市计
划，
双方经友好协商，
一致同意终
止小电科技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辅导”
。
本次小电科技招股书显示，
公司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营收分别为4.23亿元、16.36亿元、
19.11 亿 元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112.5%。不过从利润来看，过去3
年 分 别 为 -0.45 亿 元 、1.94 亿 元
和-1.07亿元。也就是说，虽然小

1510万元买下谭鱼头商标

网络喧嚣

“消失
消失”
”
8年
只因不甘于
打工结婚生子

如果甘于平凡，
王相军此刻可能正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按照很多农村孩子的人生轨迹，一旦早年未能通过
读书改变命运，辍学后跟随父母抑或托亲戚帮忙进城打
工，是一个常见的“最优选择”。等到年龄再大一些，父母
便会托媒人张罗介绍对象，然后结婚、生子……这样的
人生样本，在中国农村并不鲜见。
王相军也曾差点沿着这样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
出生在四川广安市邻水县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童
年时爱下河摸鱼、喜欢爬山看风景。19岁那年，他第一
次参加高考失败后，曾选择复读，但仅在学校待了3个
月就放弃了。
“继续读书，
会增加自己心里的负罪感。
”
王相军生前
曾告诉记者，自己是家中长子，下面有个弟弟，家中经济
条件不好，
他跟母亲解释：
“我待在学校，
是浪费时间。
”
离开校园之后，王相军在2010年春节后跟亲戚外
出打工。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县城，第一次身处大城市，
乘公交车会彷徨，打出租车会脸红……城里的生活让
他“很懵，干什么都不好意思，和身边人也没有太多共
同语言”。
在工厂里干了半年后，王相军辞工回到老家。后来，
他又被父亲送去了富士康，但仍未在厂里待太久就主动
辞工了。最后，他甚至直接跟家人断了联系，整整消失了
8年，一个人四处打工、旅行，后来爱上拍摄冰川。
在王相军生前，记者曾多次跟踪采访并深度对话他
本人。通过他的讲述，从2012年开始，生于1990年的他曾
先后去过萨普神山、梅里雪山、来古冰川、布加雪山等70
余座冰川，
亲身感受到古老冰川受气候变暖在迅速消融。
从家人视线里消失8年之后，2018年夏天，他在重庆
打工的弟弟走进了他的视频平台直播间。当时，王相军
已是一个短视频网红博主，名字叫作“西藏冒险王”，并
拥有一众长期关注他的粉丝。大家都习惯昵称他为“冰
川哥”
“老王”
。

冰川依然还在那里，但
那个可能是最爱它的拍摄
记录者已经走了……
在“西藏冒险王”王相
军 落 水 遇 难 后 的 第 132 天
深 夜 ——2021 年 4 月 30
日 ，西 藏 嘉 黎 县 警 方 发 布
“关于王相军尸体检验结果
的通报”：综合检验鉴定结
论和调查情况，确认王相军
系意外落水后溺水高坠（坠
落瀑布高度约 29 米）死亡，
排除他杀，并表示“网络上
关于王相军死因的各种传
言，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至 此 ，这 个 发 生 在
2020 年冬天，备受全国网
友关注的“西藏冒险王落水
失踪事件”，划上了一个暂
时的句号。
王相军的一生，他对于
我们和整个世界更具有价值
的一面，反而淹没在这种几
乎无止境的喧嚣之中。在王
相军生前，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曾深度对话以及跟踪
采访他本人，现在，重新走进
他的不凡一生，回到事实本
身的理性轨道，也许才是对
他最好的铭记……

“高光
高光”
”
归来

尘埃落定?

亮相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

通报:意外落水
其父仍有疑问

王相军(右)在西班牙参加第
2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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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到2日，成都谭鱼头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谭鱼
头公司”
）名下的49个商标专有
权，
在阿里拍卖平台上拍卖，
最终
的成交价为1510万元。拍下49个
商标专有权的神秘人“A2824”究
竟是何方神圣？

“A2824”是何方神圣？

最终以1510万元拍下49个商
标专有权的竞买人，其竞拍号为
“A2824”，不过由于平台设置，目
前尚不清楚“A2824”
的身份。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在5月1日
拍卖刚开始的时候，
“A2824”曾出
溢价15倍，合理吗？
价110万元。
即便这一报价很快被其
在5月1日，谭鱼头公司的商
他竞买者的报价压下，但“A2824”
标只有4次叫价，当天的最高出价
没有急于出手，
而是等到次日。
为115万元。
刘律师告诉记者，他现在也
略显诡异的是，在拍卖截止
不清楚“A2824”的真实身份，
“只
前的最后两个小时，竞拍人们展
有缴尾款以后，
‘TA’拿着相应的
开了激烈的角逐，出价从120万元 《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来才能知
一路飙升。到5月2日10点26分，报
晓真实身份。
”
价已经达到1000万元。
记者获悉，
在《网络竞价成功
在三位竞拍人来回拉锯后， 确认书》中，
载明了实际买受人姓
这些商标最终的出价定格在了
名、网拍竞买号信息。A2824应当
1510万元。和起拍价相比，成交价
在付清尾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
凭
翻了15倍有余。
付款凭证及相关身份材料到破产
负责本次拍卖的管理人刘律
管理人处签署拍卖成交确认文件。
师告诉红星资本局，100万元的起
“按照正常程序，
‘TA’在缴
拍价是债权人协商出来的。
“我们
尾款以后会取得相应的《网络竞
在程序上是要求评估公司来评估
价成功确认书》，我们会申请法院
的，但是评估公司会要求出示近
来裁定，
‘TA’拿着裁定书去办理
三年的财务报表和商标使用的经
商标过户等。
”刘律师说。
济合同，
谭鱼头公司拿不出来，
所
在谭鱼头公司的商标溢价15
以是债权人定的起拍价。”
倍成交后，
有网友调侃称，
或许买家
刘律师表示，在2016年接手
就是玩一玩，
根本不会缴纳尾款。
谭鱼头破产清算以来，曾有很多
而记者发现，
在拍卖竞价前，
人咨询过谭鱼头商标何时处置。 已锁定竞买人的10万元资金作为
他们认为，谭鱼头商标仍然具有
保证金，
“A2824”需要在5月17日
很高价值，
只是近几年缺少经营。 16点前将拍卖余款打到指定账
“商标的价值关键是看其含
户。
如悔拍，
保证金不予退还。
金量有多高。”食品产业分析师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
朱丹蓬告诉记者，决定商标含金 “A2824”的真实身份或许只有等
量的维度主要有三个，一是供应
到5月17日后才能知晓。
链的完整度；二是整个服务体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西安的哥猝死车内仍被贴罚单？
官方回应：全面展开调查
5月2日22时24分，西安市公
安局就“网传西安一的哥猝死车
内被贴罚单”
事件发布警情通报。
针对网上反映“出租车司机
猝死车内”
，网民质疑交警贴违法
停车告知单时未及时发现的情
况，西安市公安局成立由公交分
局、法纪处、警务督察支队参与的
调查组立即展开工作。
经调取车内视频资料，
5月1日
凌晨4时57分，该驾驶员行驶至康
乐路时停车，
后转至副驾驶位，
放
倒副驾驶座椅后躺卧，
出现呕吐、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福彩

王相军浏览自己的快手账号

2021年4月30日深夜，在“西藏冒险王”王相军失踪
遇难132天后，西藏嘉黎警方发布最新通报称：综合检
验鉴定结论和调查情况，确认王相军系意外落水后溺
水高坠（坠落瀑布高度约29米）死亡，排除他杀。网络上
关于王相军死因的各种传言，
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5月1日，王相军的父亲王东通过网络发声，表示
“关于嘉黎县公安机关2021年4月30日对‘王相军’事件
的定性，
我绝对不会接受。”
王东称，从接到嘉黎县公安通知起至今，他从未看
到原始落水视频，经其委托律师对原始视频申请第三
方机构鉴定。此外，尸体DNA鉴定过程自己没有全程见
证，对尸体鉴定结论存疑，授权律师申请对尸体DNA做
第三方机构鉴定后，根据鉴定结果对尸体保存时间做
出具体决定。
此前，著名法医胡志强曾应邀前往西藏全程见证
王相军的尸检过程。公开资料显示，胡志强有30余年法
医从业经验，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
“上海复旦大学林
森浩投毒杀人案”
等大案要案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
从西藏返回北京后，胡志强曾接受记者采访表示，
他是王相军的家属通过邀请的北京律师团队联系到，
前去做尸检见证人的。他说，关于“西藏冒险王”的尸检
分两次，第一次做了尸表检查，之后又进行了尸体解剖
检验。对于网上此前的一些猜测分析，他说，这件事情
的关注度比较高，但网友的（言论）都是猜测，还是相信
公安机关，
西藏当地公安机关很重视这个事情。
两年前的冬天，2019年12月22日，当时，王相军收
拾好行李要离开老家再次外出，王东帮儿子提上行
李，沿着村道走在儿子身边。这个老实巴交的父亲，已
开始理解儿子所做的事情：拍冰川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
四个月前，王龙曾在朋友圈更新消息，称哥哥王
相军生前订制的台历样品已经出来，照片都是哥哥自
己选的，台历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 这短短的一
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
一座山，
追一个梦。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和客户粘性；三是商标所代表的
品牌调性。
在朱丹蓬看来，谭鱼头公司
的这些商标已经过气，不具备相
应的价值。

体彩

消失8年，与家人重建联系之后，已成网红的王相军
也重新回归家庭。
2019年12月22日，冬至，记者曾去广安邻水乡下老
家寻访他，他没有拒绝采访。见面那天，他剪了发，剃了
胡须，穿着一身休闲服。
当时，在谈到走过的人生经历时，他显然不满足农
村人以往传统观念里的打工、赚钱、修房、买车、结婚、生
子……“整个人生就像机器一样，人生每个环节都已设
定好了，就想自己去外面随意走走，见识新东西。”
也是在那个冬天，2019年12月6日，他迎来人生的
“高光时刻”：受邀前往西班牙马德里登上第25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的讲台，向全球气候专家分享他多年来拍
摄记录冰川的影像资料，希望更多人关注气候变化，参
与到保护环境当中。
聊到当时的生活时，彼时的王相军表现得很满足，
他说自己很喜欢冰川，接下来还会花更多时间拍摄冰
川。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冰川，也不知道冰川融化意味
着什么。”王相军告诉记者，他希望人们知道，冰川是大
江大河的源头，如果冰川消失，也就意味着大江大河的
源头没了。事实也是如此，其弟王龙后来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哥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回来后，
又去过很多冰川，加上之前去过的冰川，他去过的冰川
总数量至少已经破百。
当时，为了更好地拍摄冰川，让粉丝们看到更好的
作品，王相军买了新的单反相机。当他决定将之前的相
机留在老家时，又担心潮湿的气候会让相机受损，因一
时买不到干燥剂，他买回一大堆零食，然后一个个拆开，
拿出包装袋里的干燥剂，用于防止相机受潮。
那次回乡之后，他再次离家返回常居的西藏，还是
和以往一样，去不同的冰川，不定期在短视频账号发布
新作品，有时也开直播卖货……在网上，他又变回了原
来那个“顶着一头乱如鸡窝的头发，出现在各种冰川上”
的“冰川哥”
。
然而，计划拍更多冰川的王相军，在仅仅时隔一年
后，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的好多事情都还没做，比如还
想开一家“冰川民宿”，让更多的探险者、旅游者乃至普
通人更加了解和保护冰川。

“A2824”是谁？

他走过的路
却少有人提及

2020年12月26日，一则关于“西藏冒险王”王相军探
险失踪遇难的消息，
顿时在网络世界掀起波澜。
发布这则消息的是王相军的弟弟王龙，
他在哥哥的
“西藏冒险王”
账号里写道：
“2020年12月20号，
我的哥哥，
你们的老王，
永远地留在了这个他最喜欢的瀑布里。
至此
希望大家不要去这个地方炒作，
尊重逝者……他这一生
痴迷于冰川，
同时献身于冰川，
这里是他最好的归宿。
”
在王相军跌落冰瀑失踪之后，
除了西藏嘉黎相关部
门在组织搜救，
多支来自国内的民间救援队也曾先后前
往事发冰瀑开展搜救工作。相比艰难的现场搜救，网络
上围绕“西藏冒险王”事件展开的各种分析、讨论和猜
测，显得更为“轻易”和喧嚣，更让此事件一度陷入“迷
雾”
之中。
在搜救未果之前，
网上不少声音开始逐渐脱离
理性的轨道，甚至不惜攻击王相军的家人，比如就有网
友指责其弟王龙“在寻找真相这件事上不上心”。
2021年3月14日13时许，在“西藏冒险王”王相军失
踪近3个月后，
西藏嘉黎县尼屋乡的群众在对依嘎冰川下游
河道巡查时，
在冰层下发现一具尸体。
经警方初步调查，
死
者疑似意外落水失踪人员王相军。
之后，
王相军的父亲和相
关律师团队以及尸检独立见证人赶往西藏。
根据嘉黎警方的通报，
可大致还原事发当天的现场情
况：
王相军与左某明（网友
“小左”
）于2020年12月19日晚自驾
车到达嘉黎县尼屋乡依嘎冰川旁空地，
并宿于车内；
12月20
日上午，
两人前往依嘎冰川拍摄视频，
为追求视频效果，
在王
相军多次指导演示后，
11时51分，
左某明按照王相军的要
求，
用王相军的手机拍摄其在岩壁
“小跑及回头动作”
视频
时，
王相军失足滑入水中；
随后，
左某明多次施救，
期间自己
也不慎滑入水中，
后自救爬上岸，
找来附近工地人员帮助救
援，
但返回现场时已不见王相军踪影。
左某明便报警求助。
多个听上去耸人听闻的网络传言，
事后都被证实是
谣言乃至杜撰。
而那个真实的王相军，
他曾走过的路，做
过的事，却被淹没在这场堪称混乱的“至暗纷争”之中，
少有人提及……

电科技近3年营收在不断上涨，但
去年净利润亏损1亿元。
关于亏损原因，小电科技在
风险提示中表示，2020年上半年
由于发生疫情，
小电科技许多业务
拓展人员无法前往潜在点位与合
作伙伴会面，
许多现有及潜在的点
位合作伙伴不愿意与小电科技续
签或签订合作协议，
由此导致收入
大幅下降，
去年上半年产生了净亏
损。
另外小电科技内部运营也受到
了疫情影响，
2020年第一季度小电
科技大部分员工无法在办公室工
作，
对公司劳动生产率及运营效率
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IPO前，小电科技创始人、
CEO 及 法 人 代 表 唐 永 波 持 股
26.82%，腾讯关联公司林芝利新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9.77%，为
小电科技的第一大机构股东。红
杉辰信持股5.66%，高榕资本旗下
的西藏榕安持股4.69%。
招股书还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小电科技在全国有超
过71万个点位，共投放近600万个
充电宝。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卢燕飞

抽搐等症状。
至9时42分之后，
视频
中该司机再无生理动作反应。
10时
19分，
交警新城大队警务人员在执
勤过程中，
发现该车违法停放，
在
驾驶位B柱处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
后离开，
其间未注意到车内异常。
10时43分，群众发现车内人员情
况，拨打120。120到达后确认该司
机死亡。
随后，
现场群众报警。
目前，
警方会同相关部门正在
全力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执法警务
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相关事件调查
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央视新闻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13期开奖结果：032，直选：
359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6635注，每注奖金173
元。
（34231421.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13期开奖结果：03215，一
等奖24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65577704.3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49期全国销售318983261元。开奖
号码：01 10 22 23 25 02+12，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
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奖95注，单注奖金171835元，追
加48注，单注奖金137468元。三等奖105注，单注奖金10000
元。
（804858111.37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2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113期开
奖结果：
01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49期开奖结果：基
本号码：
03 05 10 12 15 17 19，
特别号码：
2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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