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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参加传销组织活动
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相互之间
并不认识，而是通过网络、微信等方式
接触到一些“投资项目”后建立联系，
在所谓的高额利润吸引下慢慢陷入其中。

在南宁工作的汪先生说，最近不断
地收到一名小学同学发来的“微商平台
创业”邀请，称首次购物满 128 元即可
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发链接给网友购
物。这种模式的逻辑是，只要“下线”
网友通过该链接购物，“上线”就可以拿
到提成，如果这名“下线”再给“下下
线”推荐成功，那么“下线”也同样可
以分享提成。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南宁市民傅女

士，今年以来她所居住的南宁市五一
路某小区业主 QQ 群里经常有人发一些
有关“网上投资”“网络营销”“新型
电商”的内容链接，链接里充斥着各
种如何能够赚取高额回报的内容。这
些所谓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
先要购买一定金额的商品取得代理资
格 ， 然 后 推 荐 别 人 购 买 成 为 自 己 的

“下线”后就能获得回报，或是以一些
所谓的投资项目为名吸引民众投入资
金，并设置高额奖励发动加入的人继
续发展“下线”。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认为，以上
这些模式完全符合传销特征，即交入门
费，发展“下线”，通过发展“下线”返

利。“与传统的传销相比，网络传销不需
要召集人员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洗脑’，
轻轻点一下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而且传
播更有针对性、隐蔽性。”

这些打着高回报的旗号，往往可
能导致血本无归。此前，央行、银监
会、工信部、工商总局曾对以“金融
互助”为名，承诺高额收益，引诱公
众投入资金的行为，发布了“风险预
警提示”。专家提醒，这种带有传销和
庞 氏 骗 局 特 征 的 平 台 不 对 接 任 何 产
业、不产生任何现金流，仅靠拉亲戚
朋 友 入 伙 、 将 “ 下 线 ” 的 钱 回 报 给

“上线”，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将
面临严重损失。

穿电商“马甲” 靠聚餐“洗脑”
——“升级版”传销缘何屡打不绝？

将“游客”带到公园里，一边“导游”一边进行传销“洗脑”、借微商平台诱惑网友购物，“上线”拿提成……一段时间以来，传销手段
频频出现“新变种”，不断有人卷入其中的消息屡见不鲜。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虚拟经济、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的传销活动越来越多，一面是监管打击力度不断加

大，一面是传销花样翻新速度加快。“升级换代”的传销活动难道陷入屡打不绝的怪圈？

广西曾经是大规模传销活动的活跃
地区，虽经过多年的打击，但传销活动
仍然屡打不绝，且形式更多、隐蔽性和
诱惑力更强，一些“新概念”“新噱头”
频出。

在南宁市青秀山公园，时常有一波
波“奇怪”的“游客”和“导游”出
现。记者前不久在公园大草坪看到，一
拨操着外地口音的“游客”由一名类似

“导游”模样的人带领，对着大草坪上的
十二生肖石头雕像、刻碑等评头论足，
所谈内容也令熟知青秀山公园的南宁本
地人大跌眼镜。

“都过来看看，这个雕塑有着大象
的 鼻 子 ， 正 对 着 一 棵 树 ， 树 是 木 头
的，这意思就是此地有‘项目’；再看

这雕塑的爪子，伸起来像在抓东西，
那就是要‘抓项目’……”面对着一
座类似“龙”的雕塑，一名操着东北
口音的中年妇女向她所带的 20 多人队
伍滔滔不绝地讲解，这些人似乎个个
深信不疑。

在这片区域，类似的讲解员不下二
三十个，他们对着雕塑指指点点，所讲
内容大同小异，听众也大多操着外地口
音。记者跟随几拨人一路倾听了一个多
小时，不见有人阻止，倒是加入的人越
来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传销团伙还以大规
模聚餐、举办商业演讲等方式拉人入
伙。提及南宁市江南区五一路的一家酒
楼，长期在酒楼附近工作的一位市民

说：“那里是传销人员的聚餐大本营，高
峰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活动，每餐都会
谈及传销的内容。”

除此之外，梳理2015年以来的传销
大案，不难发现打着理财旗号、“傍互联
网”“傍金融圈”的特点，传销人员中还
不乏层次较高的人士。

2015 年 5 月，安徽警方破获一起利
用 QQ、微信等社交网络工具发展下线
的传销大案，会员涉及全国 21 个省份，
涉案金额 1000 余万元；2015 年上半
年，湖南省公安、工商机关接连破获了
多起传销大案，其中“纯资本运作”传
销案、“中和支付”网络传销案等4起典
型案件涉案金额共计超过 2 亿元，涉案
人员达到数万人。

奇怪的“游客”和“导游” 传销形式“升级换代”

投资项目高利润吸引 网络传销更具隐蔽性

尽管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传销打击力度，
但传销活动猖獗的态势仍没有根本转变，仍有很
多人深陷其中。

国家工商总局和商务部数据显示，从 2005
年我国颁布施行《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
条例》 至去年 9月底，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机关
共查处传销案件 21904 件，罚没金额 9.9 亿元，
移送涉案人员9668人。

李旭认为，传销屡打不绝的主要原因，一是
部分参与者被所谓的高额回报迷惑而铤而走险；
二是传销往往伴随着非法集资和诈骗，利用互联
网金融、招募原始股、P2P等概念来伪装，既可
以欺骗民众又可以躲避相关部门的打击；三是借
助微信、QQ 等社交软件进行点对点的“拉人
头”，传播速度快，相关部门难以取证和打击。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反不正当竞争处处长
冯阳表示，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关键是

“打”，重点在“防”。要加大动态排查工作力度，
应用传销人员“黑名单”数据库，把传销重点人
员、重点群体纳入工作视线，严防漏管失控。

工商总局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探
索建立网络传销技术监测与分析机制，对传销
组织的运作模式、资金流转方向、网站设立、
人员加入流程、参与人员情况等多项证据实现
科学监控，遏制网络传销蔓延势头。并要积极
发挥工商系统打击传销规范直销信息系统的作
用，在行动指挥、线索派发和数据分析方面发
挥应有的作用。

据新华社南宁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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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花样翻新
亟待源头打防兼施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已发布央企被查领导64人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4 日发布消息称，经过 2 年多时间，中央巡视组
已完成对55家中管央企的巡视全覆盖。截至去年
11 月 24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已发布 64 名中
管央企各级领导接受调查或被查处的消息。

该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央巡视
央企频率加快、力度加大，2013 年巡视 2 户央
企，2014年巡视10户，2015年巡视43户。

从巡视反馈情况看，央企的突出问题主要集
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弱化。二是权力寻
租腐败严重。三是重点人重点事腐败风险大。四
是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五是“四风”
问题屡禁不绝。六是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64名已查处中管
央企各级领导，大多来自能源、通信、交通运
输、机械制造等领域，其中来自能源领域最多，
占总数的 39％；从职务看，“一把手”占 56％，
副职和其他班子成员占33％，总会计师、办公室
主任等关键岗位负责人占11％。

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实施各类市场主体
2015年度报告公示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 规定，凡2015年12月31日前在我市各级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农专社、
个体工商户，均须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
月 30 日期间，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报送 2015 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也可选择
纸质方式向辖区工商所报送）。

各类市场主体应当按照规定如实填报年报信
息。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各类市场主体年报公示
信息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情形的，可向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举报。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
报告的市场主体，将按有关规定载入经营异常名
录 （状态）；对市场主体年度报告公示内容，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将按有关规定组织抽查，发现隐
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将依法予以处理。

全市咨询电话：
资阳市工商局：26639388
雁江区工商局：26920879
简阳市工商局：27244007
安岳县工商局：24522506
乐至县工商局：23322556
特此公告

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1月1日

沙特伊朗断交导致国际油价跳涨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

3日晚 （北京时间 4日凌晨） 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
关系，引发国际原油市场震动。

中东地区两大重要产油国关系紧张的消息传
出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跳涨约 3％，升破每桶
38美元关口，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 2％。

彭博社援引 IG集团市场策略师安格斯·尼科
尔森的话称：“沙特伊朗冲突升级将成为 2016 年
第一周‘暴躁’的开端，地区紧张局势使得国际
油价不确定性增加。”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在 3 日晚举行的
记者会上说，伊朗政府不仅不为沙特驻伊朗使领
馆安全采取保护措施，反而为冲击、打砸和焚烧
沙特使领馆的伊朗示威者提供方便。为此，沙特
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专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促使油价出现
短期阶段性反弹，但全年来看，国际原油市场供
过于求的总体形势没有改变，筑底反弹尚需时日。

2015年国际原油市场惨淡，纽约原油期货价
格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下跌了 30％和
35％。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低
谷期，欧洲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速放
缓，原油需求增长乏力。

观察

进入 2016 年，各国人民都心怀美好期
盼，希望过上安全、富足和快乐的生活。眼
下，世界总体上是稳定的，但依然有不安定
因素。那么，在新的一年，国际局势存在哪
些重大悬念有待破解？

【西方与俄】“顶牛”到几时？

缘起：2015 年 12 月，欧盟和美国以旨
在化解乌克兰东部危机的新明斯克协议未能
得到全面落实为由，分别宣布对俄罗斯延长
或追加制裁。俄随即强硬回击，威胁报复。
俄与西方围绕制裁问题的较量，背后是双方
几年来在乌克兰问题上你死我活的地缘政治
博弈。

影响：俄与西方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国际
社会的神经。双方如果持续交恶，不但会严
重影响东欧等地区的稳定，也将殃及双方在
反恐等国际议题上的合作。

前景：欧盟国家与俄相邻，经济上相互
依存度较高，在难民、反恐等问题上欧洲对
俄有所求，因此欧洲近来对俄态度有所软
化。未来，关键要看美国能否改变对俄强硬
立场。

【美国总统选举】谁笑到最后？

缘起：2016 年 11 月，美国将通过选举
产生新总统。眼下，在“驴象之争”白热化
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候选人提名之
战日趋激烈。

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不但将关系到
美国未来的内政外交走向，也将对民主和共
和两党的各自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前景：目前，民主党选情相对清晰，前
国务卿希拉里支持率大幅高于佛蒙特州参议
员桑德斯。而共和党选情扑朔迷离。退休医生
卡森、地产大亨特朗普、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鲁比奥、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和前佛罗
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形成了群雄逐鹿之势。

【安倍修宪】选民能否喊停？

缘起：安倍政权上台以来，在右倾道路
上越走越远。2015年 9月，日本执政联盟控
制的参议院不顾在野党强烈反对，强行通过
为行使集体自卫权铺路的安保法案。当月，
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后说：“修改宪法是

（自民） 党的根本方针。执政党、自民党要
不断努力，争取让更多人支持修宪。”

影响：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如
果得逞，将使日本未来政治方向发生根本改
变。日本将彻底摆脱二战后在军事上所受的
束缚，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将更加没有顾
忌。鉴于其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缺乏真诚反
省，日本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消极影
响。

前景：拟于 2016 年夏举行的参议院选
举对于日本修宪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在下次
参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拿下三分之二以上
席位，那么它将消除修宪的一道重要障碍。
安倍修宪野心能否被阻止？关键在于日本在
野党和民众能否有力抗争。

【“伊斯兰国”】老巢会否被捣毁？

缘起：脱胎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的“伊斯兰国”近几年来为实践极端宗教思
想在其控制区内实行严厉统治，多次对异教
徒实施斩首酷刑，并把恐怖之手伸向世界其
它地区。2015 年，巴黎系列恐袭、俄民航
客机被炸等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就是由该组
织一手制造。

影响：2016年，国际社会能否打败“伊
斯兰国”关系到该组织老巢所在地——伊拉

克和叙利亚的稳定，也关系到整个中东和世
界其它地区的安全。

前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俄罗斯
分别于2014年8月和2015年9月开始对“伊
斯兰国”进行空袭，重创这一极端组织，但
终究未能毁其老巢。今年，能否彻底击垮

“伊斯兰国”，关键在于国际社会能否统一立
场，促使并帮助叙政府军同该组织展开大规
模地面战。

【巴沙尔】能否守住总统宝座？

缘起：开始于 2011 年的叙利亚冲突迄
今已造成约 25 万人丧生，1200 万人流离失
所，给中东及其邻近地区带来严重安全威胁
和难民压力。叙冲突核心是巴沙尔总统领导
的叙政府是否应该下台。

影响：如果叙政府和反对派以及外部势
力不能达成妥协方案，无论巴沙尔总统是否
下台，叙利亚乱局都将难以终结。

前景：去年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就政
治解决叙利亚问题通过决议，明确了叙人民
决定本国前途命运的原则。巴沙尔去留最终
也许将由叙人民通过投票决定。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2016：世界形势的五大悬念

1月4日在河北省邮政公
司邯郸市分公司拍摄的 《丙
申年》 特种邮票之一“灵猴
献瑞”。

中国邮政定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发行 《丙申年》 特种
邮票一套两枚，图案内容分
别为：灵猴献瑞、福寿双
至 。 全 套 邮 票 面 值 为 2.40
元。据了解，这套邮票是我
国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开篇之
作，也是首轮猴票的设计者
黄永玉时隔36年再执笔。

新华社发

《丙申年》生肖“猴”
邮票今日发行

◎上海“证照分离”改革大幕开启，浦东新
区已开始推行“双告知”工作

◎近年来，我国多部门联动清理规范水上涉
企收费，每年为进出口企业和海运企业减负70亿
元

◎浙江金台铁路项目正式开工，通车后将结
束金华磐安至台州仙居这一重要旅游城市带不通
铁路的历史

◎截至 2015 年 12 月末，西藏共有 4208 个行
政村通宽带，行政村通宽带率提高到80％

◎《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选编》一
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十二五”时期，我国快递业年支撑国内
网购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 据新华社

一句话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