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本报8月12日讯 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
布数据：7月份湖南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4.2%， 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涨
幅。1月-7月平均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7%。

资源性产品价格较快上
涨是拉高我省PPI涨幅的主
要原因。数据显示，自2016年
10月起， 我省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连续增长， 今年年初
价格涨势有所回落，但5月开
始再次呈现加快上涨势头。
7月份， 我省黑色金属材料
类、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
燃料动力类、纺织原料类、化
工原料类、 建筑材料及非金

属类 价 格 分 别 同 比 上 涨
6.8% 、5.1% 、7.5% 、4.0% 、
4.0%、6.7%，达到年内最高或
较高涨幅。

据了解， 资源性产品处
于加工制造链条起点， 其价
格较快上涨导致工业企业生
产成本大幅增加，因此7月份
我省PPI中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较快， 同比上涨5.3%；同
时， 工业终端产品市场需求
并未出现明显增长， 导致PPI
中与消费市场直接相关的生
活资料价格相对稳定，同比仅
上涨0.6%，也正因如此，同期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通讯员 张蜜

书香悠悠， 童声朗朗，8
月11日， 太平人寿“童声古
韵、太平新声”少儿诗词大赛
湖南赛区总决赛在长沙市图
书馆火热拉开帷幕， 太平人
寿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丽
珊出席活动并致欢迎词。

19位决赛萌娃选手从全
省各地赶来， 分成5组进行激

烈的小组抢答赛，最终，来自长
沙地区的田欣妍小朋友以微弱
的优势取得了湖南赛区总冠军
并获得了去太平人寿北京群英
会的资格。 本次活动得到了广
大参赛小选手与客户的高度认
同，赛后纷纷在微信朋友圈发
表参赛感想并为活动点赞。

■周航 经济信息

今年以来， 与股市震荡下行相
比，债市回暖迹象明显。据Wind统
计，截至7月31日，反映债券市场整
体表现的中证全债指数年内上涨
5.58%。受益债市慢牛，今年以来超
八成债基收获正收益， 显示出一定
的赚钱效应， 越来越多投资人将目
光转向了追求稳定收益的债基。

一直在固收领域具有竞争优势
的东方基金， 旗下多只债基表现突
出， 其中3只债基年内收益超5%，3
只债基年内收益超3%（A/C分开统
计），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回
报。 ■经济信息

近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宏观经
济数据，2018年上半年我国GDP同
比增长6.8%， 经济延续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正在发行中
的华夏产业升级基金聚焦中国产业
升级大趋势下新技术、新模式、新环
境带来的红利， 前瞻布局处在基本
面拐点但被低估的优质企业， 力争
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健的回报。

当前市场底部价值显现， 华夏
产业升级基金拥有时机优势。 谈及
未来投资思路， 拟任基金经理董阳
阳表示， 华夏产业升级基金将从政
策、估值和行业景气度三个方面，定
期对20多个行业和板块进行分析
对比， 遴选出性价比最高的景气行
业, 对其中偏蓝筹的个股进行重点
研究。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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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要退款只能退
60%， 还要减去做小程序框架
每个6000元的费用。”江苏丹阳
市的王先生说，“我才彻底明白
这就是个圈套。”

王先生所说的圈套， 是指
近期频频曝出的小程序骗局。
记者调查发现， 多地出现打着
微信、 支付宝官方授权名义的
公司，利用“专家讲师”煽动群
众高价购买“限量的”小程序服
务。而实际上授权是假、限量也
是假，几万块购买的小程序，市
场价可能也就百来块钱。

打着“官方授权”的幌子，
套路环环相扣

根据记者调查， 这类假冒
提供小程序开发服务的骗局，
一般都打着“官方授权” 的幌
子，而且有着环环相扣的套路。

“4月13日， 我接到自称支
付宝公司的电话， 邀请我参加
‘新电商新生态支付宝商业应
用研讨会’， 一开始我是拒绝
的。” 广西柳州的杨女士说，就
是担心他们是假的。

但接下来，为打消疑虑，对
方一般会发送带“微信”“支付
宝”等注册商标的“授权”截图，
让人误以为是腾讯或蚂蚁金服
官方举办的活动。

“后来才发现，那不过是支
付宝面对面支付的授权， 根本
不是小程序开发服务授权。”杨
女士说， 但当时在客服的劝说
下，我还是去了现场。

到会场后，就是“专家讲师”
煽动情绪、虚假宣传这一套。

“反正是各种洗脑，让人听
了觉得千万不能错过， 这个机
会不仅难得， 而且没有风险。”
王先生说。

活动高潮是现场报名注
册。

“主持人说现场报名注册
有优惠！买二赠一，现场VIP只
有一个名额。”王先生说，当时
会场就沸腾了， 办理注册的前
台围满了人， 抢注一个喊出一
个，就这样，我也注册了6个小

程序，分3次付了78000元。
过了不到3天，王先生打电

话询问支付宝客服， 才发现正
规的小程序接入是免费的，而
小程序制作的市场价也不过百
来块钱一个。

由一二线向三四线城市扩散，
取证维权难

王先生掌握了一份名单，
40多名受害者分布在浙江、江
苏、广东、上海、河南等多地，单
人受骗金额从1万多元到十几
万元不等。“光我联系上的受害
者被骗总额就有130多万元。”
他说。

蚂蚁金服数据显示， 公司
每月会收到“‘支付宝新应用’
等活动是否为官方举办” 的咨
询约200个，受骗的商家集中在
一二线城市线下传统行业商
家，单个商户受骗金额在2万元
至6万元不等。

另据微信团队不完全统
计，自去年12月至今，微信举报
邮箱共接到此类投诉百余起，
活动区域呈现由一二线向三四
线城市扩散的趋势。

“这种会议的组织者，为了
规避风险一般会和与会者签订
合同， 一般是一方提供技术服
务，一方交纳费用。合同本身是
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国政法大
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赵占领说，但只要证据充分，
证明确实存在欺诈， 追回被骗
的资金是没有问题的。

可问题就在于取证难。“合
同非常含糊，不留实际地址，联
络人只留电话， 且没有细化功
能、开发负责人、所有权等具体
信息。”王先生说。

“我到工商部门投诉，工商
把这个企业列入异常名录，但
后来我发现他们又注册了新公
司。”杨女士说，前不久还接到
其他公司打来的电话， 也是一
样的套路。

也有部分受害者报了警，
但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大部
分案例还处于立案侦查阶段。

仅百来元的小程序，竟敢要价几万元
多地曝出“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骗局 受骗商家取证维权难

防止“小程序”诈骗蔓延，
微信、支付宝等平台责无旁贷。
据了解， 微信在官方公众号上
已多次披露此类骗局， 呼吁大
家切勿轻信外部虚假宣传的付
费商务合作。

“如果发现冒用官方名义、收
取不正当费用的公司， 可收集证
据，向辖区工商部门或公安机关举
报 ， 或 向 微 信 （邮 箱 ：
xiaochengxu0109@qq.com）、腾讯
110、‘腾讯举报受理中心’ 小程序
举报。”微信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蚂蚁金服也发布声明，重
申支付宝官方没有、也不会授权

别人举办此类活动，更不会随便
收费， 如果大家遇到此类情形，
可以随时拨打蚂蚁金服客服中
心电话95118求证或举报。

目前， 微信正在配合公安
机关、工商部门打击冒名企业，
对违法违规主体公司或第三方
开发团队做出拉黑和下架小程
序等处罚； 蚂蚁金服则是在系
统后台设置安全提示及水印，
发现第三方冒用支付宝、 蚂蚁
金服品牌的， 采取清退账号等
措施， 并禁止其再使用蚂蚁金
服开放平台的相关服务等。

■据新华社

防止“小程序”诈骗蔓延
微信、支付宝等平台责无旁贷

7月我省PPI同比上涨4.2%
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较快

太平人寿少儿诗词大赛在长沙举行

债市慢牛现配置价值
东方添益
年内涨幅领先

华夏产业升级基金
挖掘“三新”机会

在电商时代，“江浙沪包
邮”是很多人羡慕的“福利”。
随着新零售的崛起， 线上线
下加快融合， 今年以来长三
角的即时配送业务加快发
展， 逐步朝着“小时级配送
圈”迈进，为区域一体化织起
一张高效的物流网络。

近期印发的《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对区域更
高质量一体化做出新部署。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长三角
将建成技术和通达率全球
领先的智慧物流体系， 将物
流网络从“天”级向“小时”级
推进。

■据新华社

长三角“包邮区”向“小时级配送圈”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