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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6月
23日，为期3天的第九届中国
（成都）礼品及家具用品展览会
在蓉举行。此次成都礼品家居
展面积达2万平米，共展出超
20大品类的上万件展品，除了
陶瓷玻璃、箱包、家纺、家居装
饰等主流产品外，还包括近几
年飞速发展的智能产品、健康
护理、旅游户外等产品。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展会吸引500多家国内外
企业携相关产品参展，来自四
川、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4万
多买家参与盛会，“成都礼品家
具展已举行8届，致力为西部
地区买家提供丰富优质的礼品
采购选择。为了更高效地连结
展商与买家，满足广大买家的
礼品诉求，本届展会开设了多
个特色展区，可谓是亮点纷
呈。”

早报讯近日，中国（四川）自
由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
区政务服务大厅正式启用，青白
江地税打出“创新plus”组合拳，
全力护航自贸区内企业发展。

首先，国地税创办联合办
税服务厅，按照“国地税双人对
桌”模式设立八个税务服务单
一窗口，实现国地税业务完全
融合、一窗全能。其次，自贸区
办税服务厅实现办税业务征管

档案电子化。企业征管档案的
电子化管理采取集中扫描、定
期录入的工作方式，实现了征
管电子档案“实时采集、多方共
享、方便查阅、多次使用、安全
高效”的工作目标。再次，自贸
区率先试点“二维码缴税”，纳
税人只需在手机、平板电脑等
设备平台上安装具备二维码扫
描功能的应用即可完成税款缴
纳。 （沈婷婷）

对于很多人而言，对数
字货币的概念云里雾里。但
不容置疑的是，数字货币有
别于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是
指对货币进行数字化，数字
货币是可以被用于真实的商
品和服务交易的，只有国家
发行的数字货币才是法定的
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是指非真实的
货币，其发行者并不是央
行。虚拟货币特指网络虚拟
经济中的货币。在虚拟跟现
实有连接的情况下，虚拟货
币有其现实价值，比如百度
公司的百度币、腾讯公司的Q
币等。虚拟货币主要限于特
定的虚拟环境里流通，就像

我们在玩网络游戏时所使用
的那些虚拟的钱。虚拟货币
也并非一定是数字化的，有
时也会以其它形式出现。

由于比特币、莱特币等
数字资产的暴涨，一些企业
打着“数字货币”的幌子，冒
用央行名义，将相关数字产
品冠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发行”，或谎称央行发行数字
货币推广团队，企图欺骗公
众，借机牟取暴利。

近日，江苏省一个推销
数字货币马克币的组织，发
展会员账号数十万个，涉案
数亿元。事实上，类似这种
非法的数字货币还存在很
多。

“钱在老婆那里，老婆管得
紧……”

“咱这关系拿去用就是了，
不过我最近确实手头紧……”

“钱在卡上，卡刚刚挂失了
……”

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很熟悉？
俗话说，钱到借时方知难，

不仅要遭遇各种拒绝和白眼，还
要担心那高高的利息和日后的
催债，真是大写的头疼呀。

不过现在，你如果拨打
028-66623111 或去快贷中
心，拿到银行低息贷款就非常轻
松，还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3厘
的贷款产品。

■最高可贷 3000万

作为一家实力雄厚的贷
款中介，快贷中心一直致力于
让有信用的人都能借到钱，它
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
同推出银行贷款，贷款人名下
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
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
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
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
天就可放款，贷款额度最高可
达 3000 万元，且还款方式多
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
不使用无任何利息。

■让你生意“钱”路畅通

做餐饮生意的刘大
姐，准备扩大店面，资金
一时周转不灵，通过快贷
中心，50 万元隔天就到
账，刘大姐抓住了发展的

宝贵商机，如今生意做得是红
红火火。

■按揭车也可贷款

市民胡先生急需周转资
金，但他名下宝马车被查封，
胡先生通过快贷中心向银行
申请，获得了50万元的应急
贷款。拨打 028-66623111 向
快贷中心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手续快捷，只要资料审核通
过，最快半小时就能申请贷
款，月息低至8厘。快贷中心
还打通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
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
的车以及装过GPS的车都可
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保单 社保也能贷

为了助力更多市民快速
便捷地拿到贷款，快贷中心还
推出无抵押轻松贷，市民可凭
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
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
通过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
金做放大贷；还可用购买的商
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
60倍来办理应急贷款。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
无抵押，只要拨打快贷中心电
话028-66623111，都将努力为
你拿到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快贷中心
银行利息低至3厘

西安中路47号，
近宽窄巷子旁边 66623111热线：

广告

六月免费贷款
就在快贷中心

成都礼品家居展闭幕

青白江地税护航自贸区企业发展

数字货币上演“车轮行情”，央行发声——

尚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别被骗！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比特币突破 20000
元/枚 ”、“ 以 太 坊 站 上
2700元高点”、“莱特币4
个交易日暴涨超过80%，
最 高 达 到 386.6 元/
个”……随着比特币、莱特
币等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接
连暴涨，近日，诈骗分子打
着数字货币的幌子，坑骗
投资人，甚至将相关数字
产品冠以“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发行”名号，谎称央行
发行数字货币推广团队，
企图欺骗公众。为此，央
行货币金银局发布了《关
于冒用人民银行名义发行
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
示》，表示央行尚未发行法
定数字货币，也未授权任
何机构和企业发行法定数
字货币，目前市场上所谓
“数字货币”均非法定数字
货币。

对于数字货币的借机热炒，央
行近日发出风险提示。央行货币金
银局官网发布《关于冒用人民银行
名义发行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
示》。央行提示称，近期，个别企业
冒用我行名义，将相关数字产品冠
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行”，或是
谎称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推广团队，
企图欺骗公众，借机牟取暴利。

央行在风险提示中强调，我行
尚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未授权
任何机构和企业发行法定数字货
币，无推广团队。目前市场上所谓
数字货币均非法定数字货币。同
时，某些机构和企业推出的所谓数
字货币以及所谓推广央行发行数字
货币的行为可能涉及传销和诈骗，
请广大公众提高风险意识，理性谨
慎投资，防范利益受损。

据《互联网传销识别指南（2017
版）》披露，目前珍宝币、百川币、马
克币、暗黑币等，都是披着或者疑似
披着数字货币的外衣进行非法传销
的项目。业内人士表示，点名的只
是较有代表性的品种，事实上传销
式数字货币远不止这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
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表
示，目前国内出现的诸多虚拟货币
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传销的标的
物，“随着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传
销的本质没变，变化了的只是其手
段和形式，线下转到线上，实物变成
了虚拟物，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更大，
消费者或投资者要止损、减损、维权
的难度也更大。”

数字货币是指对货币进
行数字化，数字货币是可以
被用于真实的商品和服务交
易的，只有国家发行的数字
货币才是法定的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是指非真实的
货币，其发行者并不是央
行。虚拟货币特指网络虚拟
经济中的货币。在虚拟跟现
实有连接的情况下，虚拟货
币有其现实价值。

莱特币6月19日创
下了近期的新高386.6
元/个，较4月10日的价
格涨了658%。

暴涨
比特币及其他数字货币价格屡创新高

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火
币网数据显示，6月 21日 12
时左右，比特币单价突破
20000元，最高达20489元，
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
比特币又经历了一轮“过山
车”行情，14时左右，一度下
跌至 19000 元/枚。截至 18
时，火币网比特币报19660.21
元/枚，较年初的 6788.87/枚
上涨近190%。

随着比特币的一路飙
升，其他虚拟币种也风光无
限，以太币就是其中最典型
的代表。随着被誉为“比特
币2.0版”的以太币6个月疯
涨2839%，大部分投资者由

当初的小心试探到现在的疯
狂涌入，以太币和比特币的
合计价值已超越 PayPal 市
值，正接近高盛银行的市值。

莱特币也在6月19日创
下了近期的新高386.6元/个，
较 4 月 10 日 的 价 格 涨 了
658%，截至6月21日18时，火
币网莱特币报价323元/个。

天府早报记者在一位朋
友转发的微信朋友圈就发现
了以“数字货币由央行发行”
的文章，转发此文的朋友表
示，其实自己并不懂比特币
等数字货币，只是看到别人
转发，里面有央行的内容，自
己顺手就转发了。

误区
数字货币不同于虚拟货币

提示
当前市场上数字货币
多涉传销

数字货币疯涨

比特币

截至 6 月 21 日
18 时，火币网比特币报
19660.21 元/枚，较年
初的 6788.87 元/枚上
涨近190%。

以太币

以太币6个月疯涨
2839%。

莱特币

名词解释

这些都是披着或者疑似
披着数字货币的外衣进
行非法传销的项目

珍宝币、百川币、马克币、暗
黑币、MMM、美国富达复
利理财、克拉币、V宝、维卡
币、石油币、华强
币、币盛、摩根币、
贝塔币、世通元、U
币、聚宝、21世纪
福克斯、万喜
理财、万福币、
五行币、易币、
中华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