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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实际控制人出事公司股价暴跌
律师：股民投资受损不能据此索赔

据 《重庆商报》 报道， 因公司

实控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派

生科技在 4 月 1 日到 4 月 12 日连

续走出第 9 个一字跌停板， 股价区

间跌幅高达 61.24%， 同时该股股

价暴跌更是使其投资者目前人均损

失超 249 万元， 怎一个 “惨” 字了

得！

值得注意的是， 除派生科技之

外，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均因实控人

爆雷而出现股价大跌， 而在股价暴

跌背后受伤的则是 “无辜” 的投资

者。 那么， 由于实控人惹祸致使股

价暴跌， 投资者能索赔吗？

实控人涉嫌犯罪

4 月 12 日， 派生科技开盘继

续一字跌停， 随后全天 “趴” 在跌

停板上动弹不得。 截至收盘， 派生

科技跌 10%， 股价报 20.35 元/股，

全天成交 1172 万元 ， 换手率为

0.22%， 同时， 该股卖一封单仍超

36.6 万手。

值得一提的是 ， 算上 4 月 12

日的跌停， 派生科技自 4 月 1 日以

来已经连续遭遇了 9 个一字跌停，

股价已经从 52.5 元/股 （3 月 27 日

收盘价 ） 一路跌至 20.35 元/股 ，

区间跌幅高达 61.24%， 而相较于 3

月 25 日的最高价 60.17 元/股， 跌

幅更是达到 66.18%。

股价暴跌之际， 派生科技的总

市值大幅 “缩水 ” 至 78.75 亿元 ，

相较于此前的 203.18 亿元 “蒸发”

逾 124 亿元。

派生科技为何会暴跌呢？ 这与

公司实控人爆雷密切相关。

时间回溯到 3 月 28 日， 派生

科技当天开盘紧急临停， 随后午间

公告称， 公司实控人唐军、 董事长

兼总经理张林以及其他几名高管因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

采取强制措施， 现案件正在调查过

程中。

据了解， 派生科技实控人唐军

等之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

与 “团贷网” 有关。

3 月 31 日晚间 ， 派生科技发

布公告称 ， 张林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 董事长、 总经理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余军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职务， 两人辞职后将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实控人频频拖累股价

值得一提的是， 除派生科技之

外， 近期， 中科新材、 葵花药业等

多家上市公司均因实控人爆雷而出

现股价大跌。

比如中科新材 。 4 月 10 日晚

间， 深圳警方称， 以深圳中科创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伟为首的 44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及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诈

骗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被执

行逮捕。据悉，该涉黑犯罪集团通过

架设“88 财富网”融资平台，虚构投

资项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获得

巨额资金后再用于高息放贷牟利，

并采取摆场收数、 非法拘禁、 寻衅

滋事等暴力手段逼迫催收。

4 月 11 日早间 ， 中科新材发

布公告称， 公司实控人张伟涉嫌黑

社会犯罪被捕， 目前案件正在侦查

过程中， 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消息传来， 4 月 11 日开盘后，

中科新材大跌 9.35%， 报 9.11 元/

股， 随后跌幅有所收窄。 最终， 中

科新材当日收盘大跌 8.66%， 收报

于 9.18 元/股。 4 月 12 日， 中科新

材继续下跌 2.51%。

事实上 ， 在此之前 ， 乐视 、

ST 尤夫等多家公司因为实控人爆

雷而遭遇连续跌停。 在实控人爆雷

之后， 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均遭遇不

同程度重创， 而在股价暴跌背后，

持有该股的股民均损失惨重。

如果从派生科技股东持股来

看， 投资者遭遇的损失更为直观。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派生科技

的股东户数为 4819 户， 人均持股

7.75 万股 ， 也就是说 ， 因股价暴

跌， 持有该股的股民面临的人均损

失可能为 249.16 万元 。 需要说明

的是， 由于派生科技此前均是缩量

跌停且目前并未有止跌的迹象， 该

股的股民或将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律师称不符合索赔条件

值得一的是， 在关注自身损失

的同时， 也有投资者关注到自身的

维权问题， 比如中科新材投资者便

在股吧留言称 “好大一个雷！ 股民

权益如何保障？ 实际控制人涉黑，

这个雷真是醉了！”

那么， 由于实控人惹祸致上市

公司股价暴跌， “受伤” 的股民能

索赔吗？ “目前没办法索赔， 这种

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索赔情形。”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陈源佳律师

表示 ， 根据目前证券法的相关规

定， 实控人惹祸导致公司股价暴跌

没有索赔的法律依据， 因此投资者

即便遭遇损失也无法进行索赔。

陈源佳律师同时介绍， 目前股

民可以在以下四种情形下进行索

赔 ： 1、 信息披露违法 （虚假陈

述）； 2、 内幕交易行为； 3、 操纵

证券市场； 4、 欺诈客户违法行为。

“这四种情形下， 因上市公司或者

证券从业者的违法行为给股民造成

了损失 ， 股民就可以依法主张赔

偿。”

买VIP相亲服务遇套路？ 律师：签订合同须慎重
据 《南国早报》 报道， 南宁的

纪女士想通过网上红娘找到如意郎

君 ， 于是她到一婚恋公司花费

27999 元购买了 VIP 服务， 还与对

方签订了一份电子合同。 但来约会

的男士与红娘承诺的相差甚远， 纪

女士提出全额退款， 却未能如愿。

为找如意郎君买VIP

纪女士告诉记者 ， 她在 2017

年注册成为世纪佳缘网会员。 2018

年 7 月份 ， 世纪佳缘南宁 VIP 服

务中心 （以下简称 “服务中心 ”）

多次来电， 说多名条件不错的男士

看中她， 邀请她到服务中心面谈。

纪女士来到位于会展航洋城的

服务中心后， 接待的工作人员让她

先填写个人资料， 并说她个人条件

非常优秀， 很多男性都想找她这类

靠谱实在的女生。 然后打开手机，

给她看了部分男性会员的照片， 并

表示， 只要纪女士缴费， 就能成为

一对一 VIP 会员 ， 服务中心帮着

约见男方 ， 介绍成功率达 85%以

上。 在三名红娘数小时的轮番介绍

后， 纪女士在没有看电子合同的情

况下， 就刷卡 27999 元， 购买了红

娘一对一相亲服务。

电子合同打印出来后， 纪女士

发现， 合同中约定自己支付 27999

元后， 服务中心帮约见 5 名男子，

有效期仅为 10 个月。

纪女士说， 在合同签订一个星

期后， 她就提出了退款， 但服务中

心不同意。 当时签订合同时约定的

资深红娘专家咨询、 情感分析与婚

恋指导、 情感辅导和恋爱培训等服

务内容， 她都没有享受过。

纪女士还表示， 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在前期宣传时， 她多次向工

作人员询问能否查阅相亲对象的房

产证、 行驶证、 学历证书、 公司营

业执照等证明材料， 得到过数次肯

定的回答后， 她才缴费， 结果在后

期实际的服务过程中， 推荐的相亲

对象有的根本不符合条件。 想查看

相亲对象的证件， 工作人员改口说

为保护对方隐私， 不能看。 服务中

心唯一帮她约见的那名男子， 纪女

士也没能看到对方的证明材料。

男子在见面后还跟红娘反馈，

说愿意和纪女士相处一段时间试

试， 几天后又突然拒绝再次接触。

纪女士说， 这样的见面像应付。

律师称签订合同应慎重

4 月 17 日， 世纪佳缘南宁服

务中心航洋店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纪女士反映的一

些情况与事实不符。 纪女士称自己

没看过合同， 据公司调查， 当时公

司的工作人员是通过电脑一页一页

打开给纪女士看过合同的， 而且涉

及几万元的合同 ， 对方没看就缴

费， 这也不符合常理。

该负责人还表示， 纪女士还在

网上发消息称 “跟公司反映一年多

了， 都没得到处理”， 这样的情况

也是不存在的 ， 公司是今年 3 月

27 日才收到纪女士提出要退款的

要求。 纪女士提出退款要求后， 到

服务中心来过一次， 随后就带人来

服务中心， 影响到了服务中心的正

常营业。 公司明确告知纪女士， 退

款申请已在跟总部汇报， 服务中心

的黄主管还打电话约纪女士面谈，

不存在消极处理的情况。

记者从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管

局綤东工商质监所了解到， 他们已受

理了纪女士的投诉， 并组织双方进行

了首次调解。 4 月 24 日晚记者和纪

女士沟通后得知， 服务中心同意退款

80%， 约纪女士次日见面协商。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赵明堂律师，

他表示： 随着网络的发展， 很多交易

和签约都通过电子平台来完成。 当事

人在签类似的电子合同时， 首先要对

合同约定内容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在

要求填写验证码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如果没看合同就发验证码签约， 就存

在很大的风险。

合同提供方在与消费者签订电子

合同时， 也要让消费者完整地了解合

同内容， 最好有进一步确认的环节，

以防合同签订后出现分歧引发纠纷。

如果没有看到合同条款就签合同， 应

当在合同签订后马上提出异议， 否则

会面临举证难的问题。

买车开出店 摔个底朝天
律师：商家应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据 《成都商报》 报道， 在成都

一家二手车展厅购车的市民林朝

阳， 正将车开下二楼展厅时， 把升

降梯口误当成下坡路口， 结果因升

降电梯还没升起， 连人带车坠落受

伤。 事后他质疑二手车商未在展厅

和升降梯入口设置提示标语。 二手

车商负责人表示， “顾客可能是第

一次来， 不知道那里是升降梯， 但

是当天有人喊过他等一下。” 目前，

双方就此事的协商陷入僵局。

对此， 律师表示， 作为商家，

本来就应该给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

费环境， 同时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如果无法达成赔偿协议， 消费者可

向消协投诉， 也可提起诉讼。

遭遇

电梯口当成下坡路口

4 月 17 日 17 时左右， 林朝阳

在成都建国汽车红牌楼二手车店，

花 2.72 万元买了一辆雪佛兰二手

车。 因车停在展厅二楼， 所以提车

后林朝阳需将车开到一楼。 林朝阳

说， 交完钱还没过户， 销售人员让

他把车开下去， 车开到出口左转之

后， 车头突然往下掉， 这时他发现

这里是断头路 ， 但已来不及了 。

“因为速度很慢 ， 车头先掉下去 ，

然后翻过来了， 有很大的玻璃碎的

声音。”

原来， 林朝阳驾驶的车从二楼

直接坠到一楼， 砸在还未升起的电

梯钢板上， 底盘仰面朝天， 车玻璃

碎了一地。 意外发生后， 交警来到

现场， 对林朝阳进行了酒驾和毒驾

测试， 随后将其送到医院。 测试结

果显示 ， 林朝阳未涉嫌酒驾和毒

驾 。 不过 ， 林朝阳因头部受伤严

重， 为防止颅内出血， 医生称其伤

情还需复查。

“我原以为那个出口连接的是

坡道 ， 坐在车里看不到下行的坡

道， 谁料开出去竟然是天井。” 林

朝阳说， 车商当天并未提醒他， 也

未在升降梯出口设置提示语， 让他

误以为那是一条可以通行的路。

回应

顾客可能第一次来

人车都 “受伤” 后， 车商方面

并未就此事与林朝阳进行协商。 4

月 19 日上午， 林朝阳与记者一起

来到成都建国汽车红牌路二手车门

店。 记者在现场发现， 升降梯入口

的门处于成都建国汽车红牌楼综合

展厅的一个边角处， 离一楼地面高

度约 6 米。 该展厅一楼销售各种品

牌的新车， 二楼销售二手车， 从二

楼将车开到一楼， 这台升降梯是唯

一的通道， 每辆出展厅的车都需在

展厅一端左拐进入升降梯。 升降梯

未升起时， 门外面实为断头路。

4 月 19 日， 二楼的升降梯入

口处于关闭状态， 如林朝阳所说，

二楼展厅和升降梯入口处， 并无警

示标语和凸面广角镜。 只是在升降

梯门的一侧贴了张字条 ： 升降电

梯， 注意安全。 不过记者发现， 字

体小到即便是把车开到门前， 也看

不清楚写的是什么。 “那是我出事

之后才贴上去的 ， 以前什么都没

有。” 林朝阳告诉记者。

当天， 接待林朝阳的销售人员

说， 林朝阳把车开走后， 其实有人

喊了他等一下， “可能他开得太快

没听见。” 这一说法遭到林朝阳的

否认。

几经周折， 记者找到成都建国

汽车红牌楼二手车展厅负责人邓经

理。 对方表示， 二楼升降电梯的入

口大门， 在上班期间是打开的， 升

降梯的位置会根据车辆的需要调

节。 “很多老顾客都知道那里是升

降梯， 可能林朝阳是第一次来， 不

知道那里是升降梯。”

律师

商家应尽到提示义务

目前， 发生意外的雪佛兰轿车

还停在店里， 车辆多处已经严重变

形， 就事件如何处理， 双方尚未达

成一致。

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李英俊律

师认为， 4S 店有相关的告知义务，

而消费者在将车开下去的过程当

中， 存在一定的过错， 双方需要协

商各自承担的损失比例。

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林小明律

师表示， 作为商家， 本来就应该给

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 同时

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该展厅升降梯

出入口情况和构造相对特殊， 外来

的消费者不可能或很难注意到这种

安全隐患 。 如果无法达成赔偿协

议， 消费者可向消协投诉， 也可提

起诉讼。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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