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建领，位于社旗县下洼乡通政街中段东
侧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社 1601040669)遗失，声
明作废。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豫 RR1038号车道
路运输证(号码：411300043887)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陕汽车辆型号 SX4250XC4Q2 ，
底盘号为 HX001636 车辆重型柴油车环保信息
随车清单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汪建军， 位于社旗县下洼乡通政街中段
东侧的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社 1601040668)遗
失，声明作废。

●李朝英(身份证号码 412926195805021516)
和刘福新(身份证号码 412926196104281520)身份
证、 户口簿、 结婚证、 独生子女证 (编号
1325020542)、及刘福新户口准迁证(编号青准字
00136928)，以上证件均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中心学校庞庄小学
不慎将一本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
（三联） 遗失。 票据批次：MD【2017】， 号段：
0152801---0153000。

特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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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生活”产品 几乎都是骗人的
专家指出，量子技术暂时还没有与日用品扯上关系

“量子商品”无所不能
从低段位的量子水、 量子

袜、量子项链，到高段位的专利、
资本市场包装，量子概念正在被
不少嗅觉灵敏的“生意人”，拿来
当成忽悠的“旗号”。

———低阶段位：“吹嘘商品”
在淘宝上搜索“量子”，林林

总总各类“量子商品”有上百种：
量子水、量子项链、量子烟盒、量
子眼镜、量子车膜、量子防辐射
手机贴、量子超瓷能量碗……仔
细搜索， 还有不少量子保健商
品，有的甚至打出“量子医学”的
概念。

这些商品的共同点是“功能
强大”、价格不菲。 比如量子袜，
既能“防臭”还能“增加能量”，一
双价格在 30 元以上； 一款宣称
可“直达肌肤底层”的量子美颜
喷雾， 标价 88 元； 更贵的一款
“量子超能共振器”， 标价 1500
多元， 号称内含“300 核量子芯
片”， 可以利用量子每秒钟高达
上亿次的谐频共振修复紊乱的
人体细胞磁场。

有专家无奈地说，所谓的量
子水、量子药、量子肥料等都是
忽悠大众的名词，根本跟量子一
点关系都没有，将本应纯洁的学
术领域炒作得乌烟瘴气。 为了让
这些产品看起来更加可信，商家
还会叠加多个科学概念，让消费
者更难分辨。 例如，量子共振器
就叠加了“负氧离子”“微米电磁
波”“太赫兹”等诸多名词。

———中阶段位：“概念护体”
为了让自己这些荒诞的言

论看起来更加可信，这些公司包
装自己的“套路”非常类似，大

多是用专利、机构、峰会等“概
念护体”。

利用“专利”。 一家号称做量
子科技的公司在公众号中这样介
绍：当安装量子水处理器后，超精
微振动波被持续恒量地释放出
来，通过筒壁传入水中。大的水分
子团被分解为小的单个水分子增
强了水分子的活性及溶解性，从
而让人体更好地吸收。

公司申请了多项实用新型
专利，来为产品“背书”：一种“量
子水管”提高了净化效率，净化
后的自来水达到饮用水的标准；
一种“量子超能洗衣纸”，可以实
现突破性深层去渍，全面发挥卓
越洁净功效；一种“量子芯片”，
能够达到较高的量子能量，增强
量子能量的穿透力，治疗效果较
佳，结构简单合理；一种“量子
袜”， 包含刻有量子能量的金属
纤维，将穴位按摩与袜子相结合
形成一种方便使用的涌泉穴按
摩能量袜，能治疗多种疾病……

借壳“会议”。 一方面在自媒
体上发布耸人听闻的文章，挑拨
起消费者的“健康焦虑”，例如推
送文章喜欢使用“癌症离我们有
多远”“轻度脂肪肝也可直接癌
变，元凶在这”等标题；另一方
面，通过举办线下活动，找到更
多机构帮忙颁奖、站台，进一步
提升自己的“科技感”。

记者查阅发现了“量子科技
产品应用与开发高峰论坛”，会
议上囊括了来自中国、 韩国、俄
罗斯等多国专家，报道声称，“大
会领导及到场嘉宾共同见证
DNA 量子能量仓开仓仪式，专家

讲解量子（生物波）医学与中医
课程”， 量子仓集合了七种能量
（远红外电波、 光子能量、 电气
波、电磁波、生物波、磁力场也叫
引力波、远红外为代表的综合能
量波）。

———高阶段位：“资本骗局”
2016 年 11 月， 龙爱量子产

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爱量子”）在广东省深圳市注册成
立。在该公司的网络平台上，不法
分子宣称这是以量子尖端科技为
核心，集研发、应用、推广、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大型集团公司， 通过
公司生活商城投资产品， 可以获
赠积分。而实际上，“龙爱量子”要
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
会员资格， 会员按照一定规则组
成层级排列， 以获取高额动态收
益和静态收益， 引诱会员不断发
展下线， 并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和
下线业绩作为返利依据， 形成典
型的金字塔状的传销会员体系。
这一传销案件已被破获。

不仅是这样的传销案件，在
资本市场拿“量子”来说故事的企
业也不在少数。 量子技术不仅对
消费者来说真伪难辨， 对于资本
市场同样考验判断力。

“我就遇到过一个项目，说
通过量子能量波进入人体生物
电场进行‘量子共振’来实现基
因检测。 ”越秀产业基金新制造
投资部总经理吴煜说，资本市场
的重要功能是资源配置，无论是
伪量子技术还是蹭量子概念的
企业在资本市场过度包装，都将
对资金资源有效投入到量子科
技产业化的进程产生负面作用。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句本是科幻和电影界的戏谑和调侃，如今成为不少量子行业从业人员心中的“痛”。
专家指出，量子技术暂时还没有与日用品扯上关系，目前所谓“量子 + 生活”的产品，几乎都是骗人的东西。
孩子们统一着装，正快速翻动手上的书本。“5 分钟内阅读 10 万字，读完可以完整复述内容”，这样的特异功能被印在培训机构的海报上，成为一种“开发全脑

潜能”的教育方式。 此前不久，这则“量子波动速读”比赛视频频频登上热搜。
这只是借“量子”概念“谋财”的一个案例。

量子应用，去伪存真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句本是科幻和电影界

的戏谑和调侃， 如今成为不少量子行业从业人员心
中的“痛”。 当概念被滥用，受伤的不仅是消费者，更
为行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口碑效应。

目前量子科技的研究， 主要还集中在量子通信、
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 专家指出，量子技
术的前景应用非常好， 但真正应用到百姓生活可能
还要数年；早年的核酸、纳米、基因治疗等等，几乎每
一种新科技的兴起，都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拿来炒作，
而且手法大同小异，多是在日用品、医疗保健上大做
文章，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科学的炒作， 扰乱了市
场，使这个领域失去民心。

基于量子物理的最新工业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包
括原子钟（时间和长度测量，导航）；基于量子测量的
标准（电阻，电流等）；激光技术（各种测量，打印机，
CD 播放器，焊接，切割技术，医疗激光等）；半导体技
术（晶体管，芯片等），包括显微镜、通信技术等都包
含量子理论的应用。

在量子测量领域， 国内代表性的企业是国仪
量子等，提供的产品主要有以增强型量子传感器
为代表的核心关键器件和用于分析测试的科学
仪器装备。 （据新华网）12 2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号，刊发
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 微信平台同步播
发，影响大、效果好、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快捷，一个微信
（19837709171）即可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遗失声明 周六免费郑州看房啦！

罕点住宅来了！
选择恒大的 N 个理由：
1.全能配套，规划约 13

万平方米大型商业综合体；
2.一站式教育，自建 9

所国际幼儿园， 规划 11 块
教育用地；

3. 品牌装修，9A 精装，
区域内唯一成品交付楼盘；

4. 千亩大盘首开， 恒
大开盘惯例“开盘必特价”；

建 筑 面 积 约 76 至
128 平方米两房 /三房，成
品交付。

千亩生态国际城，献礼
郑州领事馆区；布局郑州领
事馆区，抢占财富原始股。

周六看房抢房热线 ：
15993181936、18864591683

为答谢社会各界厚爱， 春节来临之
际， 唐河乐苑农场特价推出生态种植的
系列生态佳品：软籽石榴、富硒黑花生、
纯红薯粉条等优质产品。 各类生态佳品
均有礼品箱装及散装， 软籽石榴一次一
箱或 10 斤以上， 黑花生一次 2 箱或 10
斤以上， 粉条一次 2 箱或 10 斤以上，南
阳市区可免费配送， 其他县市加收 5 元
配送费。品种优良，生态种植，绿色营养。
订购配送电话：13663999559

软籽石榴 黑花生纯红薯粉条

唐河农场大量供应盛果期软籽石榴
树、苹果树、桃树、梨树、冬枣树、枇杷
树、山楂树、树莓、柿子树等果树，地径 2
至 10 厘米；大叶女贞、小叶女贞、凌霄、
花石榴、蔷薇、海棠、楸树、梓树等苗木，
低于市场正常价位销售。 联系电话（微
信）：13782172996

苗木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