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月1日公布的美国8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

期，加上地缘局势升级，金价跳涨至每盎司1330美元关口，

预计下周美联储将开启首次缩表，投资者需要多加关注

【药明明码B轮融资2.4亿美元】

9月8日，药明康德集团企业药明明
码宣布完成2.4亿美元B轮融资。该轮融
资由红杉中国领投，其他投资者包括淡马
锡、云锋基金和3W Partners等机构。
据介绍，药明明码由药明康德基因组

学中心和从事精准医学大数据分析的冰岛
NextCODE Health公司整合成立。药明
明码致力于运用精准医学大数据改善人类

健康。该公司拥有一体化开放的平台，包
括中国首家通过美国CLIA和CAP双重认
证的实验室，以及全球唯一经过30万人
全基因组数据验证并优化的NextCODE
精准医学大数据分析及解读系统，支持云
端及线下使用。

【RooboB轮融资3.5亿元】

9月6日，北京智能管家科技有限公
司Roobo宣布完成3.5亿元B轮融资，该
轮融资由七海资本领投，资金将用于产品
升级、技术研发和人才招募等。同时，该
公司还宣布实行战略升级，从一家人工智

能产品公司转变为一家平台公司，定位于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
Roobo此前主打产品是面向儿童的家

用智能机器人“布丁”，定位儿童教育和
陪伴，去年销量达10万台。

【衣二三获5000万美元C轮融资】

9月6日，女装月租公司衣二三宣布
已获得5000万美元C轮融资，由阿里巴
巴、软银中国、红杉中国联合领投，金
沙江创投、IDG资本、磐霖资本、天使
投资人王刚、志拙资本、真格基金等原
股东跟投。据了解，衣二三获得本轮融

资之后，将主要用于平台化战略、升级
后端智能化管理进而优化用户体验。
衣二三隶属于北京衣二三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于2015年12月30日，其业
务主要是提供女装服饰月租服务，采用月
付费模式，会员在期内可不限次数换穿平
台上的服饰，试穿到喜欢的服饰，还可以
低折扣买下。

【赛诺威盛获2亿元投资】

9 月 5 日，赛诺威盛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表示近期获得宜利复医道合、
华盖医疗以及启明投资 2 亿元联合

投资。
赛诺威盛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高

端X射线医疗影像设备研发、生产与销
售公司，产品包括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
影装置、数字X光机、数字乳腺机、心
血管机、医学影像处理系统等。
截至目前，赛诺威盛已经自主研发了

16排、32排、64排（128层）等系列CT
产品，攻克了CT探测器核心技术，其
“精广角”系列CT成功解决了孔径与图像
质量的矛盾，率先完成了国内首个76cm
大孔径20线对空间分辨率的CT设备制
造，弥补了国产CT设备在大孔径方面的
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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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一元购”实为变相赌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文/梁 睿）

曾打着“众筹”“彩票”等幌子的“一元
购”已开始逃离人们的视野。这种号称花1
元钱就能博得价值几千元、上万元甚至几十
万元商品的“抽奖式平台”已被定性为赌博。
近日，记者试图打开几家过去较为知名

的“一元购”交易平台网站发现，“1元云
购”网站已经贴出了业务调整公告，于8月
18日正式停止运营；“一元夺宝”在更名为
“易商城”之后已无法打开；“1元云购网”也
无法打开……

揭开“众筹”假面具

“买那玩意儿还不如买双色球。”这是网
友秋水一年多以前在知乎上对“一元购”相
关问题的回答，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不乏
少数。但也有不少人留下了相反的答案。比
如，“我也知道不会那么好运，但就想去试一
试。万一中了呢，那就都回本了”。
“一元购”从无到有再到扩张，正是抓

住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一些所谓的“商业模
式创新”遍地开花，众多网站包括手机App
都开始了“一元购”买卖。一部分抱着“以
小博大”心理的消费者深陷其中，损失
巨大。
所谓“一元购”，在实际操作中是将一件

商品定价后，将价值等分为若干份，每份代
表着等额获取标的商品的机会，一般是每份1
元。如某商品定价为 500元，分为 500份
后，每份则是1元，“一元购”平台将500份
获奖机会售卖给意图获取标的商品的消费
者。消费者根据自己购买份额的多少，享有
与之对应的获取标的商品概率。
乍一看，这种模式似乎“没毛病”，但实

际上存在巨大风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杨东指出，“一元购”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平台
端。部分平台以“一元购”之名，行坐庄开
赌之实，公开实施我国法律明文禁止的赌博
行为。而且，这类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极
大地扩大了赌博的参与对象，社会危害性很
大。另外，由于缺少第三方机构监管，平台
可以完全控制数据，通过程序增加虚拟“一
元购”参与者以拉低真实消费者的中奖概
率，或者指定中奖者，这已涉嫌诈骗，严重
者触及刑事犯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

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
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指出，利用互联网传输赌博数据，组
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
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
行为：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建立赌
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为赌博网
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参与赌博网站利

润分成的。
“经营者建立‘一元购’平台，并接受参

与人通过充值购买的虚拟币投注，符合利用
互联网开设赌场的特征；经营者参与平台利
润分成，也符合互联网开设赌场的特征。”中
国科技法律研究会肖飒表示，部分“一元
购”平台实际上就是打着“众筹”的幌子
赌博。

警惕变异“N元购”

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关于网络“一元购”业务的定性和
处置意见》，对网络“一元购”作出了定性。一
是部分“一元购”属于变相赌博行为，因为其本
质上销售的不是实物商品，而是中奖机会，具
有赌博性质；二是部分“一元购”涉嫌诈骗，采
取抽奖造假、以次充好、不寄送奖品甚至卷款
潜逃的方式，是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
诈骗行为。文件要求，各地对利用网络一元购
从事赌博或诈骗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予以
打击处理。
文件下发后，网站平台基本上都已经停

业或关门。不过，截至9月5日晚间，在苹果
的App Store中搜索“一元购”，仍然有多个
相关App在运行中。随机下载其中一个名为
“一元购”的App，打开便可以看到其有“黄金
首饰”“数码影音”“手机平板”等众多分类，每
个类别中都有多个所谓的“一元支持”的
商品。
不仅如此，有的平台甚至还动起了歪点

子，认为“一元购”不允许了，那“二元购”“三元
购”应该可以吧？对此，杨东表示，部分平台借
助“两元购”“三元购”等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规
避专项整治，无疑是异想天开。文件中虽然写
的是“部分”的字眼，但实际上，由于这些平台
的模式都跳不出固有“一元购”套路，当然也会
成为监管整治的对象。
杨东进一步解释，在此保留一定的解释空

间是为了不波及“公益购”，这种模式运作原理
与“一元购”相似，只是获取消费者资金的是公
益机构或者特定项目的公益账户，这些“公益
购”的目的不是为了推销某种产品，而是实现
公益目的。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对“公益购”监
督的缺失也很明显，希望有关监管部门也要防
微杜渐，切莫让骗局祸害公益行为。

树立理性消费观

“对消费者来说，需要认识到天下没有
免费的午餐，减少投机心理，不要被‘一
元购’平台的低付出高回报广告诱惑，多
了解‘一元购’平台的风险性。”盈灿咨询
高级研究员张叶霞表示，在损失方面，消
费者可以通过消费者保护协会、公安局等
渠道维权。她同时指出，从消费者的角度
看，参与“一元购”的损失主要是购买
“一元购”产品支付的资金，维权成本取决
于个人维权意愿，收回或弥补损失的难度
较大，并且大部分小额“一元购”投资人
并不会积极参与维权。

杨东同样表示，消费者最重要的还是
要摒弃贪图小利的动机，诈骗者无法诈骗
无贪欲的人，预防上当的最好方式就是洁
身自好，不参与。“消费者如果已经参与
‘一元购’,也要选择背书信用良好的正规
平台，辨别平台信息和项目真实性。同
时，消费者要联合向平台施压，要求平台
全面公开抽奖程序、中奖者信息，保证抽
奖的公平合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参与“一元
购”遭受损失，项目程序是公平、无暗箱
操作、合法合规的，则消费者不能要求返
还。杨东提醒，如果“一元购”平台以抽
奖为名，以次充好，不寄送奖品甚至卷款
潜逃等方式骗取消费者财物，属于典型的
诈骗行为，消费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要求查处此类行为，弥补自己的损失。

近期，金价表现不俗，维持在
1330美元/盎司左右。尤其在9月8日
触及1349.29美元/盎司，为2016年 8
月份以来一年的最高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美元疲软走弱以及

美债收益率下降是支撑金价起舞的最重
要原因。在汇研汇语资产管理公司
CEO张强看来，近期国际金价走势强
劲，吸引了诸多投资者的眼球。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崭露头角，在交易和
储备方面的作用开始显现，这样一来就
削弱了美元国际地位，加速了全球去美
元化的进程。由于黄金价格与美元关
联，在美元指数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进
一步为黄金价格的强势奠定了基础。
“9月1日公布的美国8月份非农就

业数据低于预期，加上地缘局势升级，
金价直接跳涨至每盎司 1330 美元关
口。飓风‘哈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
影响美国GDP的增长，美国债券收益
率和美元接近低点。由于黄金是以美元
计价，因此对美元利率很敏感，美元和
美债收益率的下跌是近期金价上涨的主
要原因。”招金期货贵金属研究院分析
师孟妍妍补充说。
此外，近期黄金价格上涨还有一部

分原因是受到期金市场大量多头买盘的
推动，且黄金ETF也出现了大规模流
入。来自渣打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9月 8日，纽约商品交易所（CO-
MEX）期金市场的净多头持仓是2016
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空头持仓
则处在2012年 1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
平。在过去7周里，期金多头持仓增加
了637吨，创下最快增持纪录。8月份
黄金ETF流入30吨，9月份至今则已
经有近30吨流入。
对于金价未来走势，多位分析师表

示近期金价或将保持持续上扬态势。张
强认为，就当前市场格局来看，美元指
数尚未见底，美国经济复苏的状况并不
理想，尤其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涨
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流向人
民币资产，导致更多美元用于换取人民
币，会进一步促使美元被动贬值。再加
上美元指数仍处于下跌通道内，完全摆
脱这种趋势并不容易，这将是导致黄金
持续强势的重要理由。
孟妍妍表示，短期内黄金宏观下行

风险已经减少，但本周美国通胀数据及
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将公布，虽然市场预
计英国央行会按兵不动，但加拿大加息
令市场震惊，下周还将迎来美联储9月
份议息会议，预计不会加息但会开启缩
表，虽然多名美联储官员表示缩表对金
融市场和经济都只有“轻微”影响，但
毕竟是美联储首次缩表，投资者需要多
加关注，谨慎操作。

美元走弱 金价起舞
本报记者 温济聪

9月12日，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长江经济带水资源
保护”专题绿色金融债券，9月13日至9
月14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面向个人和非金融机构客户在
柜台市场分销该绿色金融债券。
据悉，该债券为3年期固定利率附

息债券，债券全称为“国家开发银行
2017年第三期绿色金融债券”，债券代
码1702003，票面利率4.19%。
国开行资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50亿元。其
中，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44亿
元，并通过工行、农行、中行的营业网点
和电子渠道，首次向社会公众零售不超
过6亿元柜台债。
他介绍，该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

支持湖北省襄阳市汉江水环境保护建设
（襄阳市第一期乡镇污水收集处理工
程）、孝感市老澴河水生态综合治理（一
期）、荆门市竹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城区段）三个污染防治项目。

据测算，这些项目建成后可减少污
染负荷（BOD5）365吨/年、重铬酸盐需
氧量6091吨/年、悬浮物5787吨/年、总
氮761吨/年、总磷60吨/年。
个人投资者如何购买绿色金融债？
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个人和非金

融机构客户可通过工行的电子银行、境
内营业网点购买。其中，电子银行渠道
在发行期间提供 24小时不间断连续

交易。
“为纪念国内首单绿色柜台金融债

成功发行，工行还将与国开行一道，为认
购本期债券并完成信息登记的个人投资
者颁发认购纪念凭证。”他说。
业内人士介绍，柜台国开债信用等级

高、安全性好、交易起点低、收益固定，
单笔债券交易起点及最小递增单位均为
100元面值，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对安全、
透明、收益适中的债券产品投资需求，但
从流动性方面上说，个人投资者购买国开
行绿色柜台金融债后需要持有到期才能
兑付，中途不能转让和要求提前兑付。
“绿色金融债券首次面向个人零售，

为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创新、安全、标准的渠道，让投资者既
参与环境保护，又获得稳定收益。”国开
行上述负责人说。
据悉，今年以来，国开行结合社会热

点专题，已先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了以“大气污染防治”“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绿色循环发展”为专题的绿色
金融债券，合计150亿元。
“柜台国开债的常态化发行，反映出

商业银行柜台债券市场在债券分销中扮
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对于拓宽发行
主体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构建多
层次债券市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工行
相关负责人说，自2014年5月份国开债
首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售以来，工行
已常态化分销22期柜台国开债。

个人也能买绿色金融债
本报记者 郭子源

▲国内首单绿色柜台金融债上市，期限三年，票面利

率4.19%，总额不超过6亿元，资金将用于支持湖北省相关

地市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