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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本青睐行业再次升温
在线教育有望搭上人工智能快车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公开募集数据显
示，国内首批公募FOF基金受到
了市场的关注与认可。昨日，
海富通聚优精选基金（FOF）发
布成立公告，标志着我国第一
批公募FOF已进入实战运作，也
意味着我国正式步入投资基金
2.0新时代，而第二批FOF，业内
人士估计近期便将有消息。

首批公募FOF的发行战报
亮眼。南方全天候策略，是首
批FOF中最早公布首募成绩的
产品，该基金于2017年 9月26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至日
为 2017 年 10 月 27 日，但投资
者认购踊跃，募集截止日提前
至2017年10月16日。在短短
10 个工作日内，该 FOF 基金总
募集规模33.02亿元，募集有效
认购总户数超过6.8万户。

10月27日，嘉实基金公告
提前结束募集，嘉实领航资产

配置混合型FOF正式成立，募集
规模为28.6亿元，有效认购总
户数为10.05万户。11月3日，
建信福泽安泰（FOF）与泰达宏
利全能（FOF）同时发布基金成
立公告，首募规模分别为27.90
亿元、8.27亿元。有效认购总户
数分别为12.15万户和3.70万
户。11月4日，华夏基金发布
华夏聚惠FOF合同生效公告，数
据显示。华夏聚惠FOF募集期
为2017年9月26日至10月31
日，历时36天，于11月3日成
立，募集总规模为46.88亿元，
该产品也是首批募集规模最大
的一只FOF。有效认购户数为
10.7万户。11月7日，海富通
聚优精选发布合同成立公告，
该产品也由于投资者认购踊
跃，提前8个交易日于10月31
日结束募集。首募21.6亿元，
有效认购总户数为5.38万户。

这样首批 6 只公募 FOF 首
募合计规模超166亿元。

高度相似的“人人车”APP
昨天，海淀法院发布消息，

因不满 OPPO、VIVO 在其手机应
用平台上擅自使用“人人车”商
标和山寨“人人车”APP，人人车
公司以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
争分别将OPPO、VIVO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OPPO和VIVO立即停止
侵权、各自赔偿经济损失100万
元和其他合理费用 5 万余元。
海淀法院受理了这两起案件。

人人车公司诉称，公司分
别购买了OPPO和VIVO手机各一
部，发现在OPPO和 VIVO手机商
店中的“人人车二手车”、“人人
车”手机应用未经许可，在手机
应用和初始页面中直接使用

“人人车”商标，并发布到手机
应用平台供相关公众下载；OP-
PO和 VIVO手机商店中的“人人
车二手车”与“人人车”APP提供
的服务内容为二手车经纪服
务，与人人车公司所享有的“人
人车”商标项下的“经纪”服务
极其近似，实际上与人人车提
供的、由黄渤代言的APP提供的
二手车经纪服务内容完全相
同。同时，打开OPPO和 VIVO手
机商店中的“人人车二手车”和

“人人车”APP，与人人车公司的
APP图标的风格、要素和组合形
式高度近似，均以橘红色为背
景，在此背景上“人人车”三字
排列在橘红色背景中间。

人人车公司认为，OPPO 和
VIVO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开展的
二手车经纪服务上使用与“人
人车”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
严重侵害了“人人车”的商标
权；且在其平台上假冒“人人
车”APP，使用与“人人车”APP高
度近似的设计、背景色、结构，
易造成相关公众将其与人人车
公司的APP相混淆，以为是人人
车公司的二手车服务APP而大
量错误下载，侵犯了人人车公

司对其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
装潢享有的权益，已构成不正
当竞争。人人车公司曾多次致
投诉函和律师函给OPPO和 VI-
VO，要求OPPO和VIVO将山寨APP
下架并断开连接，但OPPO和VI-
VO收到函后不予理睬，亦未采
取任何措施，致使人人车公司
的损失不断扩大，OPPO 和 VIVO
应承担侵权责任。

到底是不是山寨“人人车”
APP，海淀法院表示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蹭品牌的山寨APP还不少
山寨APP官司引发了市场

关注，目前市面上遇到山寨假
冒APP的用户不在少数。

今年6月12日，支付宝官
方微博就提醒：“看到这些‘蚂
蚁花呗借呗’蹭品牌的假冒
APP，非常生气！请不要上当，花
呗、借呗目前都没有独立的
APP，请认准在支付宝里使用”。

记者昨天也在手机应用平
台上用花呗、借呗字样输入搜
索，结果发现一堆诸如“借钱借
呗”“借钱花呗贷款”“花呗借
钱”“花呗借贷”“花呗贷款”“借
钱花呗”等APP，而同名的“贷款
花呗”APP竟然有三个之多。

去年底，江苏银行发布关于
假冒APP的公告，其发现在百度
手机助手的搜索框输入“江苏银
行信用卡办卡”之后，竟搜索出
以江苏银行LOGO为标志且名为

“江苏银行信用卡办卡”的APP。
提示用户未经江苏银行许可发
布的包含“江苏银行”字样的APP
均为假冒，谨防上当。

另外有媒体报道，近日，不
少网友吐槽一个叫做“日上免
税店”的APP，称购买的东西质
量很差，“哪里是免税店，就是
普通网店”。对此，该软件的开
发商承认侵权，称软件链接到
的商品他们不能保证是真货。
而日上免税店的工作人员则表

示，日上免税行（店）从未上线
过手机APP购物软件，建议不要
轻易购买。

安装APP时需先认清来源
360 曾经发布过对于手机

应用APP情况调研报告，称山寨
APP的数量与正版APP的下载量
成正比，随着下载量的升高，山
寨APP数量也随之增多。

有业内人士称，这种山寨
App的存在与软件平台审核不
严格有关。如果恶意假冒更加
不只是遇到一个假货那么简
单，还会给用户带来网络安全
问题，在安装后，会弹出广告、
下载插件、安装其他APP，甚至
窃取如短信、通话记录等用户
隐私数据，未经用户同意订购
消费服务等，危害很大。

恶意假冒APP会有哪些安
全问题呢？ 360的报告认为，恶
意扣费、隐私泄露、诱骗欺诈、流
氓行为、破坏系统是用户最不能
容忍的五类手机APP的恶意行
为。报告数据显示，在用户最不
能容忍的手机安全问题当中，恶
意扣费风险占比最多，达到
41%，其次是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占比33%。从这两项用户关注的
手机安全问题来看，突显出的根
本矛盾在于是否能给用户造成
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市场人士提醒，安装APP时
注意应用权限，官方APP要求权
限较多，山寨假冒APP可能只有
几项权限，尤其注意发送和读
取短信等权限，并且还要查看
其权限是否与功能有直接关
系，作为普通用户，在下载软件
之前一定要看清开发者来源，
另外有个小方法，如果不确定
一款软件的真伪，可以先看看
这款软件的评论数量及评论内
容作为参考，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此外，用户可以安装第三方
安全软件，来识别下载的APP是
否为病毒软件。

手机商店中同名或近似名称的APP越来越多

蹭品牌的山寨APP，谁给开绿灯？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央行昨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中国 10 月外汇储备
31092.1亿美元，预期31100亿
美元，前值31085亿美元。中国
10月外汇储备环比增加7.1亿
美元，为至少2014年6月以来首
次九连涨。中国10月外汇储备
22134.58亿SDR，前值21873.14
亿SDR。

另外，国家外汇管理局11
月6日公布的2017年三季度国
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显示，前三
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7226亿
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204亿
元，其中，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
户顺差4191亿元，储备资产增
加3980亿元。非储备性质的金
融账户差额是国际上测度跨境
资金流动状况的方法之一，如
果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呈现
逆差，通常代表着资本正在流
出中国。而如果非储备性质的
金融账户呈现顺差，通常代表
着资本正在流入中国。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表示，总体来看，前三季度我
国国际收支状况稳健，跨境资
金流动形势进一步回稳向好，
未来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

将更加坚实。
一是经常账户保持合理顺

差，货物进出口呈现同比增
长。2017年前三季度，经常账
户顺差1063亿美元，与同期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之 比 为
1.2%。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
易顺差3354亿美元，其中，货物
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0%
和17%，显示内外需持续改善带
来外贸回稳向好。

二是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
户转为顺差。2017 年前三季
度，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
差608亿美元，可比口径上年同
期为逆差3891亿美元。其中，
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213亿美
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798亿美
元，具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净
流出648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
投资净流入861亿美元，双方均
继续保持一定规模。

三是储备资产增加。2017
年前三季度，我国储备资产因
国际收支交易（不含汇率、价
格等非交易因素影响）增加
589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减少
2941 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
增加 598 亿美元，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等减少9
亿美元。

前三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

外汇储备资产环比增加

FOF首募规模超166亿元
第二批公募FOF名单或近日公布

基本人手一部智能
手机的时代，让手机APP
开发成为热门行业，当手
机容量越来越大，手机
APP越装越多的时候，你
可能一不留神，遇到的是
个山寨假冒货。昨天一
起山寨APP官司引发了
市场关注，虽然孰是孰非
尚未下定论，但一个不能
忽视的现象是，目前市面
上遇到山寨假冒APP的
用户不在少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蔡广新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