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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请注明您的姓名，所属行业，
联系方式，并简要说明你经营中使用支
付宝所发生的故事。在资料真实有效的
情况下，资料越翔实、丰富，获选的机会
就越高。在微博发布您的故事简介以及
照片，@封面新闻并加上#天下码商成都
站#的话题标签，是评选加分项。

报 名 方 式

上传自己的人生奋斗故事、生意
经、图片视频等资料到新浪微博并
@华西都市报或@封面新闻。

将 以 上 信 息 发 送 邮 件 至
CDtianxiamashang@thecover.cn。

拨 打 华 西 都 市 报 热 线 电 话
028-96111留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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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子”到二维码
科技金融在升级

成都，作为一座古老的美食之都，早已名声在外，而近
年来在乐观向上，认真品味生活的新老成都人们的共同努
力下，这座城市的小微商家们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创业者
投身于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意中。从前，他们被称为“个体
户”，而今，在更广泛的天地，无数自力更生、拥抱创新的小
商家们有了一个更亲切的名字：“码商”。

历史来看，中国的“个体户”的历史悠久又短暂。诚信
为本、汇通天下的从商精神形成了历史以地域为中心的“十
大商帮”。改革开放以来，鸡毛换糖敢于吃螃蟹的小商贩，
更是成为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画卷中的重要色彩。

而如果把时间放宽到更广的范围，成都在商业发展史
上的位置更为特别。近1000年前的北宋，世界上最早使用
的纸币“交子”出现在四川境内。而今，作为国内最具现代
化活力的生活美学之都，移动支付遍布在成都的每一个角
落。

现在，不管是老牌的苍蝇馆子，还是新晋的网红店，支
付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商家的标配，成都的码商们也在使
用支付宝的功能上有了越来越多成功助推生意的案例。

参与报名“天下码商”
分享你的酸甜苦辣

一方面，“码商”们从事的小微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方面，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受到的关注、接受过的优
质服务却少之又少。有创业者的地方，就有各种关于奋斗
的故事，各种辛苦与收获、挫折和心得，分享给更多的人，就
能点亮更多商业大海上的灯塔，为那些在风浪中的航行者
们指引一些方向。

即日起，蚂蚁金服联手封面新闻推出2018“天下码商”
成都站报名评选活动，希望在这里找到为自己幸福奋斗的
码商。

一张二维码 一个好故事

致敬成都码商 为城市奋斗者打CALL
蚂蚁金服联手封面新闻今日启动“天下码商”成都站评选活动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影响了全球无数的劳动者
和商人，新时代的四大发明同样如此。在新四大
发明里，支付宝又与其他三项关系紧密：高铁、网
购、共享单车的支付都离不开它。

当支付宝从用早期的交易资金担保平台，逐渐成长为
连接无数中国消费者和商家的科技金融平台，二维码在移
动时代不但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帮助小微商家提
升了收款效率，甚至还直接激发了无数人趁着移动支付兴
起的浪潮创业开店的热情。

简简单单一张二维码，成为数以千万计小商家生意的
开始和基础。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因
为都同样拥抱移动互联网而成了一个特别的群体：码商。

为了更好的帮助、支持“码商”这个群体，让码商们享受
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为成都小微经济的活跃贡献一份力
量。即日起，蚂蚁金服联手封面新闻寻找成都“码商”中触
动人心的故事，探究他们在使用移动互联网中的问题，共创
更好的服务码商的方式，让这种微小而美好的力量从蓉城
扩展到中华大地。

◎面向群体：成都小微商家

◎报名条件：有一定的从业经验、有故
事，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出幸福；在经营中
使用过支付宝“收钱码”，或者在经营中
使用过蚂蚁金服提供的贷款、理财、保
险、信用等综合金融服务，这样的小微商
家均可报名参加。

◎评选规则：蚂蚁金服携手封面新闻，以
及成都市电商协会、四川省网商协会有
关专家，将根据码商的综合实力、扫码支
付使用状况、商业模式等维度，综合评选
出“成都十大码商”，并在全国码商大会
之前公布结果。

◎项目奖励：综合评选出的“成都十大码
商”，不仅可以得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还能获得
蚂蚁金服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权益奖励，
店铺包装升级等优秀码商福利，甚至有
机会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码商大会，获得

“全国十大码商”的荣誉和奖励，与来自
全国的码商朋友交流学习。

◎特别提示：如果您或您的朋友也是无
数成都“码商”的一员，欢迎您在他/她本
人允许的情况下，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或者上传至新浪微博并@华西都市报或
封面新闻，这些经验和故事，可以鼓舞更
多认真对待生意的人，甚至找到更多志
同道合的伙伴。

接下来，我们还将推出关于消费者
线下消费体验的评测，聚焦支付痛点，寻
找理想支付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蔡世奇
欧阳宏宇

白 杰 品 股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高，
收盘大涨，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鼓舞，市场如预期出现强
反弹，沪指涨近2%收复3100点，创业板指后
来居上涨幅超3%，两市成交环比放大，个股
呈现普涨格局。截至收盘，两市涨停86只，
跌停1只。技术上看，各股指均收复了5日
均线，沪指不仅出现一个向上缺口还收复
了10日均线，日线MACD重现金叉，而创业板
指最强一举收复了60日均线；60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站在5小时均线之上，且60分钟
MACD指标呈金叉状态，而上证50指数还收
复了60小时均线；从形态来看，本次反弹不
仅有技术上的反复背离，也有基本面的政
策底，其意义不可小视，预期本次反弹力度
不低于上一波，即沪指在近期有望收复
3170点。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略增、
持仓略减，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
续缩减。综合来看，底部长阳足以说明市
场重新转暖，未来几日股指仍将保持强势。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21.8元买入丝路
视觉2万股，之后以22.5元卖出2万股；另以
5.84元买入南山控股3万股。目前持有南山
控股（002314）27万股，工大高新（600701）
11万股，启迪桑德（000826）3万股，南玻A
（000012）11万股，信息技术（159939）35万
股，人工智能（161631）35万股，丝路视觉
（300556）2万股。资金余额2354181.82元，
总净值7847131.82元，盈利3823.57%。

周三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启迪桑德
因重组停牌，南山控股、南玻A、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拟持股待涨，丝路视觉拟先
买后卖做差价降低持仓成本。 胡佳杰

底部长阳

追 涨 杀 跌

智能自控（002877）：4 月 24 日涨
停。高送转板块24日集体大涨，到收盘
22只个股涨停，75只个股涨幅超过5%。
不算一字板的话，智能自控算是较早封
板的一只，该股前期一度强势，但由于具
体除权日期迟迟不定，前期持续下跌过
一段时间，不过在凯伦股份创新高，今飞
凯达和英科医疗大涨的情况下，该股也
超跌反弹，看能否走出填权行情。

华锋股份（002806）：4月24日涨停，
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又一只妖股，4月24日
晚间，公司发布股价异常停牌核查公告。对该
股上涨的原因，市场先是推测因为铝价上涨，之
后又有消息称和芯片有关，现在又说它在填权
（去年5月份除权）。总之连涨得不明不白。

万丰奥威（002085）：4月24日一字
板跌停，连续3个交易日一字板跌停。4月
24日几乎全部股票上涨，万丰奥威却一字
板跌停。公司23日发布公告，拟定增20亿
元收购雄伟精工等项目，并于23日复牌，但
并未受到市场追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高送转板块井喷

深交所连发6函追问汇源通信
“烧脑”收购疑似“大忽悠”

两个月 10 份关注函，控股股东
内讧，发起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

人“反目”……
汇源通信重组一波三折，股权之争也

一再出现“神转折”。23日，深交所一天下
发6份关注函再次将汇源通信推上风口
浪尖。深交所具体问了什么？这是个足
够烧脑的问题，因为涉及事项实在太多。
一言蔽之，就是要求当事各方回应媒体报
道的事项，询问的对象分别为北京鸿晓、
上海乐铮、珠海泓沛、安徽鸿旭、蕙富骐骥
及上市公司现任总经理方程。

回溯回溯\\ 神奇的股权之争

2017 年 11 月 6 日，汇源通信停
牌。公司公告称，控股股东广州蕙富
骐骥拟筹划重大事项。

停牌期间，蕙富骐骥及其管理人
广州汇垠澳丰与单一LP（有限合伙）的
财产委托人珠海泓沛及其管理人北京
鸿晓进行了磋商，汇垠澳丰将所持有
的全部蕙富骐骥的合伙份额转让给了
北京鸿晓。通过此举，北京鸿晓将间
接获得上市公司20.68%的股权，汇源
通信实际控制人将变为北京鸿晓实控
人李红星。

北京鸿晓的入主尚未落定，汇源通
信的二股东上海乐铮又抛出要约收购。
汇源通信今年2月26日晚公告称，收到
安徽鸿旭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乐铮发来
的《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显示，要约价格
为21.50元/股，要约收购3000万股，占
汇源通信总股本的15.51%。加上上海
乐铮持有汇源通信6.63%的股分，本次
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最多持有汇源
通信22.14%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并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转折转折\\ 要约合作方反目

就在“吃瓜群众”以为股权大战一
触即发之时，这场“闹剧”却出现了“神
转折”。

先是3月初，蕙富骐骥实际出资方
珠海泓沛的部分有限合伙人向汇源通
信发来《告知函》，并明确反对北京鸿
晓受让财产份额。3月7日，在珠海泓
沛全体合伙人会议上，占珠海泓沛实
缴出资份额45.22%的合伙人表示反对
转让事项。

在北京鸿晓入主失败后，发起要约
收购的一致行动人也“反目”。4月10

日晚间，上海乐铮在回复深交所有关问
询时曾表示，安徽鸿旭存在刻意回避与
公司沟通，从而消极应对本次要约收购
事项的情况。11日晚间，汇源通信公告
披露了要约方之一的安徽鸿旭声明，后
者称由于近期一直无法直接联系上另
一要约方上海乐铮，要约收购上市公司
15.51%股权事宜考虑终止。

内幕内幕\\ 北京鸿晓曝“惊人内幕”

当众人再度以为这场“股权之争”
陷入僵局之际，4月20日，上海证券报
刊发独家报道《搅动汇源通信资本漩
涡 玩家唐小宏浮现》，对汇源通信幕后
的资本方及操盘人进行了剖解。据报
道，汇源通信易主及资本运作的幕后
主角是唐小宏，他与李红星、方程三人
通过代持平台北京鸿晓，实际掌控了
珠海泓沛及上市公司的主导权。在汇
源通信易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大量
代持、利益分配、权责约定等抽屉协议
未被披露，悬而未决的要约收购也疑
点重重。

4月23日，深交所却一天连发六
份关注函，询问的对象分别为北京鸿
晓、上海乐铮、珠海泓沛、安徽鸿旭、蕙
富骐骥及上市公司现任总经理方程，

关注函要求上海乐铮说明持有汇源通
信6.63%股份对应的资金来源，直至相
关主体的银行贷款或者公募性质的资
金，是否来自珠海泓沛。另有传言称，
上海乐铮想利用要约收购的消息稳住
股价，以避免触及质押警戒线。为此，
交易所要求说明上海乐铮历次质押、
解除质押及通知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
露的具体情况，发起本次要约收购的
真实目的等。

当晚，在回复四川证监局的《问询函》
中，北京鸿晓还披露了大量幕后隐情。

四川证监局在问询函中称，相关
方反映，泓钧资产法人唐小宏筹划组
建珠海泓沛。唐小宏及上市公司总经
理方程在珠海泓沛中持有份额，由他
人代持。

对此，唐小宏与方程皆回复称，未
在珠海鸿沛中持有份额。但北京鸿晓
和珠海鸿沛则称，珠海泓沛系唐小宏
牵头筹划组建，是由唐小宏、李红星、
方程三人共同管理的投资汇源通信股

权收购项目的专项基金，珠海泓沛组
建时由北京鸿晓担任GP（普通合伙）。
根据约定，珠海泓沛按照合伙人协议
分配给北京鸿晓的超额收益分成（即
LP投资收益的20%）归唐小宏、李红
星、方程所有。

此外，唐小宏表示，与方程及其他
相关各方均无关联，互无资金往来，不
存在亲属关系或任职交叉。方程也否
认与唐小宏及其下属公司存在资金往
来及亲属和任职关系。但北京鸿晓列
示了其及珠海泓沛与唐小宏、方程的
资金往来情况。

令人吃惊的是，北京鸿晓还披露
了汇源通信卖壳过程中另涉及2.6亿
元壳费、控股权回购条款、与明君集团
的纠纷等种种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并
首度完整披露了在唐小宏安排下，由
珠海鸿沛向上海乐铮曲线增资的走账
路线图。北京鸿晓指称，相关账户后
的公司均为唐小宏控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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