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表示，之所以要对静态条码付款进行限制，是因为
静态条码易被篡改或变造，易携带木马或病毒，真伪难辨，
导致支付风险较高。因此，央行也提出了一系列防范静态条
码风险的措施。

业内人士一直用“小而美”“水电煤”来形容条码支付的
定位，小额、便民的条码支付是银行卡支付的重要补充。易
观金融分析师王蓬博表示， 支付新规的出台封堵了移动支
付巨头通过扫码支付由高频低额的场景， 逐渐渗透到中频
高额甚至低频高额的渠道， 能够进一步划清扫码支付与刷
卡支付等方式的界限，细分行业格局，让整个市场走向更加
平稳的发展模式。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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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在便
利店买包香烟、 去菜市场
里买菜、 到路边餐馆吃个
盖码饭……在移动支付渗
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当
下，手机“扫一扫”付款已
成众多市民的一种习惯。

今起， 扫码支付新规
开始执行， 按等级进行限
额， 其中静态条码付款每
天限额500元。

【新规】 静态扫码支付
每日限500元

央行发布的条码支付
规范于今起实施。 在新规
中， 对市民影响最大的是
使用静态条码付款每天限
额500元。 如果超过额度，
则需使用动态条码支付。

何为静态条码和动态
条码呢？通俗说来，所谓静
态条码，就是便利店、小餐
馆长期贴在收银台、墙上的
收款二维码，4月1日起，静
态条码支付金额限制在每
天500元； 动态条码则是我
们打开微信钱包、支付宝等
的付款码，条码会频繁发生
变化，支付最高可以不限额。

【调查】部分商户开始配
备扫码枪

4月1日， 记者走访了湘
雅路的多家便利店、小餐馆、
水果店， 这些小店均张贴了
微信、支付的收款二维码。记
者问及当天开始执行的支付
新规， 大多数小店老板甚至
并不知晓限额规定。“店里的
商品单价都不贵， 来店里消
费，少的几元钱，多的也就百
来元，500元够用了。”便利店
老板陈健表示并不受影响。
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条形码支付人均每
日金额为108元。

但是按照规定，扫码支付
金额超过500元，则需使用动
态条码支付，这就要求商户需
配备扫码枪等设备。

记者了解到， 一些平时
单次交易金额较大的批发商
行等， 已在准备购买扫码枪
等设备。“前不久才装了收银
系统，配了扫码枪，所以不用
担心金额限制了。”经营水果
批发商行的陈先生表示，“以
前自己贴的二维码没有手续
费，而现在用收钱吧是收取手
续费的，还是增加了成本。”

本报4月1日讯 前日， 湖南盐
业宣布与中国烹饪协会达成战略合
作，“雪天盐”成为“中国烹饪协会比
赛指定用盐”。

湖南盐业董事长冯传良表示，
盐改推动了市场重新洗牌， 消费升
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扩容， 技术创
新将推动盐企竞争层次升级。

接下来,该集团也将一改过往多
品牌战略，将“雪天”打造成为湖南盐
业由湖南走向全国的主打品牌。

喜马拉雅战略咨询集团董事长
赵辉介绍， 雪天品牌在功能价值上
的最大差异化优势是它是目前市场
上食盐纯度领先的品牌， 纯度高达
99.6%， 远远高于国家优级标准
99.1%， 不仅能增加菜肴的咸味，还
能够通过钠离子与食物里面的氨基
酸结合会产生谷氨酸钠来提高食物
的鲜味。

3月26日，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湖南盐业”，股票代码：
600929） 正式登陆上海股交所，成
为“中国盐业第一股”。

■记者 朱蓉

甩一甩暗物质洗发水洗出的“浓密”秀发，穿上能“修复松
弛”的石墨烯内衣内裤，坐在“想瘦哪里瘦哪里”的纳米按摩椅
上———是不是很享受？如果还不够，那就走进量子返老还青舱
吧，你能“永葆青春”。

然而，为你打造如此“高科技”生活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一
些想象力超级“丰富”的商家。他们给产品贴上“高科技”“新科
技”的标签，吹嘘神奇的效果忽悠消费者，借此高价出售。记者
调查后，为你揭晓一份“最伪科技”蹭概念营销榜单。

最“跨界”
暗
物
质

宣称：洗头“治脱发”、喝水“能提神”
真相：目前，暗物质的作用还无从得知

“暗物质可以帮人暗中偷
偷长头发、治脱发，就收一瓶洗
发水的钱，59元。”“古医学能量
自然疗法， 包括了最新科技的
量子纠缠，暗能量的使用方法，
能快速清理暗物质”……

被称作“世纪之谜”的暗物
质， 科学家们求索百年尚未明
确是什么、以何种形式存在、和
人类会产生怎样的联系。 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 市场上已有不
少打着“暗物质”旗号的“高科
技”产品与疗法陆续出现。

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常
进说， 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
现， 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暗物质
好奇， 另一方面也说明需要科
普。到目前为止，暗物质的作用
我们还无从得知，科学家正致力
于弄清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性质。

宣称：低温远红外线功能，有助暖宫
真相：真要做条内裤至少得几亿美元最“昂贵”

石
墨
烯

“十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
列文件都将石墨烯纳入大力发
展的新材料领域。 但记者调查
发现，这种新型纳米材料还“活
跃” 在另外一个领域———养生
保健产业， 近来市面上大量出
现了打着石墨烯招牌的内衣内
裤、文胸、保暖内衣内裤。

这类产品贵的上千元，便
宜的仅几十元， 基本都表示能
够抗菌抑菌、吸湿排汗，“脑洞”
较大的则宣称“低温远红外线
功能，有助暖宫，永葆青春”等。

“这个世界最容易赚钱的
途径之一就是炒概念。 引力波

也好，量子、石墨烯也罢，之所
以受到养生保健类产品的青
睐， 是因为高科技安慰剂很有
市场。”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副院
长董国材说，首先，石墨烯导热
性能好，所以散热快，保暖功能
从何谈起？其次，石墨烯确实只
有几纳米厚，够轻薄，但是造价
极高， 一条内裤如果用完全单
层的纯的石墨烯做， 至少得几
亿美元， 但就算用纯的石墨烯
做，也很难有宣传的功效。按照
市面上几百元的价格来测算，
用碳粉或添加很少的石墨烯粉
体的可能性更大。

最“梦幻” 宣称：不仅“包治百病”还能“返老还青”
真相：科普做得不够，商家蹭概念

量
子

“功能强大” 的量子水、量
子袜、量子眼镜，“包治百病”的
量子医疗仪器……近年来，随
着我国的量子通信科学卫星上
天、“京沪干线”落地，越来越多
贴着“量子”标签的商品涌现。

记者搜索发现了一家名为
“中国量子产业控股集团”的网
站，看起来“专业”的网站上，声
称拥有“专利技术30多项，生产
基地及养生体验基地20多处”，
产品包括量子手环、 量子茶具

等，甚至还有量子返老还青舱。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举例
说，他有亲戚挂了一个“量子挂
坠”在胸前，认为它每天能辐射
出一些东西， 可以防癌。“量子
通信的概念炒得过热， 我有些
担心， 这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潘建伟说， 一方面民众对概念
的崇尚产生崇拜感， 而另一方
面科普做得不够， 一些商家就
蹭概念，欺骗民众。

作为养生必备工具之一，
水杯当之无愧是商家造概念的
“网红”。 有可以清除细胞过剩
自由基的富氢水杯， 有可以养
颜的富氧水杯， 有利用量子光
波唤醒生物体技能、 提高生命
力的量子健康壹号杯……

氢气、氧气可以喝吗？食品
领域科普作家云无心说， 氧气
在水中的溶解度取决于氧气的
分压，通过向水中鼓入氧气，然

后加压封装， 的确可以使水中
的溶氧大大增加。 但当打开瓶
盖与空气相通后， 超过该温度
下溶解度的氧气就会释放出
来， 再把水倒到杯子里、 喝到
嘴里、咽到肚子里，留在水中
的氧气也就所剩无几了。“不
管是哪一‘杯’，都没有科学依
据，而且被科学界反复辟谣，卖
得好只是因营销炒作成功。”云
无心说。 ■据新华社

宣称：可以清除细胞过剩自由基
真相：不管是哪一“杯”都没依据最“全能” 水

杯

小店影响不大，单次交易金额较大商行都有准备

支付新规实施，扫码枪“走火”

分析 新规利于细分行业格局

湖南盐业
牵手中国烹饪协会

2018年以来，面对跌宕起伏的
市场走势， 以富国基金为代表的老
牌绩优基金公司，一举荣获第7座金
牛基金公司大奖。 富国基金旗下部
分明星基金经理掌管的产品更是
“吸粉”无数，例如正在发行中的富
国转型机遇基金， 正是由金牛基金
经理曹文俊掌管，引发市场关注。凭
借优异的业绩， 曹文俊曾管理的基
金产品先后荣获 《中国证券报》
“2016年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证券时报》“2016年度积极混合型
明星基金”。 经济信息

金牛基金公司实力护航
转型机遇投资机会凸显

“脑洞”有多大，“概念”就有多新，记者调查起底蹭概念营销榜单

这些“最伪科技”玩的就是“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