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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鹏办音乐节惊扰上千鹭鸶
发声明向鸟儿道歉
最后两天演出被取消

受法院委托， 本公司将于 2016年 6月 28日 10：00起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
所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

1、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正街 252号 4栋 1单元 5楼 9号 (现场查看为青羊区青羊上街 185 号 4 栋 1
单元 5楼 9号)住宅,建筑面积 55.99m2。 参考价 42.6万元，保证金 5万元。

2、锐龙WORLD�DR25A沃得 4LZ-2.5B收割机。 参考价 4.72万元，保证金 0.5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有意竞买者须于

2016年 6月 27日 16:00前将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开户名称：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
司；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账号：7411010182600211211），并于当日 17:00 前凭有效证件及保
证金收据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号交易所大厦 1楼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本次
拍卖如有优先购买权人，请持相关证明按上述要求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四、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标的过户所涉及的买卖双方相关税、费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
担。 2、拍卖标的的其他瑕疵由买受人自行考察，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 3、标的物的过户登记手续
由买受人自行办理。 详情可查“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www.swuee.com”。

拍卖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蜀风路 177号 咨询电话：沈先生 18782929071
�����交易所电话：张老师 028-85335688�����������������������法院监督电话：028-84553927、88791246
�����四川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成都艾客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6月 13日

拍卖公告成都艾客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张师傅搬家160元起85181335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3333500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夏德惠身份证 (号:5122011955�
02150829)于2016年6月7日遗失.
●锦江区林辉名车维修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46002141
35);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
21319740508165X)及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川交运管许可成字510�
104006667)遗失作废

●王志身份证5110271982102174�
76于2016年5月遗失作废
●锦江区五福茶楼营业执照副本
(510104600380380)遗失作废
●成华区承为家用电器经营部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510108600569124)遗失作废
●周涛513101197503024618身份
证、驾驶证和军人保障卡于2016年
6月6日晚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帝和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
专 用发票八份， 票号：06983279，
06983287至06983293遗失作废，
特此公告。

酒楼·茶楼转让
●光华盈利茶府转15884886644

●低价转让郫县西华大学旁3900
平高品质品牌酒店18030845821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房屋租售

●整层宜教育培训出租86920071

餐馆转让
●口岸好旺餐转让18583965998
●南航空路美食城13981811020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980918900
●郫县厂库场出租13808033299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大小厂库房出租18224019077
●蒸汽钢构厂房急售84963133

招 商
●租毗河美景宾馆15828341107
●租优质办学场地18982919636

端午节前，大盘重新恢复缩量震
荡格局，市场显得过于平静。然而，在
刚刚过去的节日期间，消息面却并不
平静。昨天，达哥再次与牛博士一起
讨论了对节后市场的看法。

牛博士：这个周末，消息面的信
息量感觉很大，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妙
啊，不知道你对这些消息怎么看？

道达：确实，每到小长假，资本市
场的消息总是不能让人省心。这也说
明，节前主力的谨慎态度，也是可以
理解的。而从周末的消息面来看，对
海外市场构成直接冲击的，当属英国
脱欧公投在即的消息。

据报道，本月23日，英国将举行
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目前来看，
英国国内民众对脱欧与留欧的支持
率开始出现胶着状态。但不论最终结
果如何，欧美股市已经做出了负面回
应。上周周四和周五，欧洲三大股指
均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同时，美股也
明显回落，结束了连续多日的上升走
势。港股市场休市一天之后恢复交
易，已经率先跟随海外市场出现下
跌。从周边股市的表现来看，今天A
股开市，同样面临一定的压力。

牛博士：海外市场的下跌，不仅
与英国脱欧公投在即有关，索罗斯重
出江湖的消息，也在挑战全球股市敏
感的神经，你对此怎么看？

道达：索罗斯一直是全球资本市
场关注的焦点，这位大神不出手则
已，一出手就很可能掀起大风大浪。
据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这一次索罗
斯旗下规模 300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已经在不同市场参与做空，包括出售
股票，买入黄金及金矿股。我的看法
当然也不太乐观。或许有人会说，索

罗斯就算在其他市场做空成功，未必
会对A股带来多大影响。但我想说，不
管怎样，起码短期的冲击不容忽视。至
于A股纳入MSCI一事，目前也是一
件较为敏感的大事。

牛博士：跟你交流了那么多，似
乎你对行情比较谨慎啊，操作上有什
么具体的建议？

道达：我个人认为，6月进入中下
旬之后，消息面进入敏感期，各种不确
定性因素都可能对市场带来影响。所
以，当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摆在眼前时，
操作上重新回归谨慎，也是理所当然
的事情。不管这些消息如何影响市场，
如果市场选择下跌，那么下跌时，依然
要以技术破位作为减仓的标准。

接下来，上证指数如果回踩，收
盘最好不要跌破 2890 点。盘中如果
跌破2890点，可以再观察；但收盘如
果有效跌破了，那么先要考虑将仓位
降到五成。如果日K线持续数日不能
收复 2890 点，且短期技术指标进入
卖出状态，则再减仓到三成以下。

需要强调的是，我这里只是谈大
盘，因此给出的是一个大概的仓位调
整策略。至于一些比较另类的强势个
股，则另当别论，需要朋友们自己跟
踪判断。 每日经济新闻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昨天，第19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进入第二天，数十部青春片亮
相，吴亦凡、黄子韬、陈伟霆、王大
陆等人气演员几乎包揽了这些青
春片。这两年，青春怀旧类的电影
层出不穷，但青春片在取得不错
收益的同时，跟风、雷同情况也比
较严重，上海电影节亮相的青春
片靠什么吸引观众？

昨天上午，青春片 《夏天十
九岁的肖像》举行发布会，导演张
荣吉携黄子韬、杜天皓、李梦等小
鲜肉亮相。据悉，电影将于 7 月 8
日上映，瞄准暑期档，目标观众为
年轻人。该片改编自日本推理小
说大师岛田庄司的同名原著。导
演表示，影片加入悬疑部分，旨在
打造青春片新类型——青春悬疑
爱情片。

王大陆、张天爱主演的电影
《鲛珠传》也亮相上海电影节。王
大陆表示，这次自己和以前相比
演技又进一步，电影《鲛珠传》正
在横店紧张拍摄，预计将于 2017
年上映。影片改编自唐七公子小
说《华胥引》，以小说中的“鲛珠”
为核心，重新构建了一个故事：由
泥空空（王大陆饰）、黑羽（张天爱
饰）和蛤蜊（盛冠森饰）组成的三
人组加入了一场围绕珍贵的人鱼
之泪——鲛珠而展开的曲折离奇
的冒险之旅。

另外，陈伟霆、唐艺昕主演的
爱情喜剧《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

情》也于昨日在上海举办发布会，
陈伟霆、唐艺昕、Jessica为完成“在
上海电影节做一件疯狂小事”的
承诺，大跳热舞，引爆全场。据悉，
该片将于8月5日上映。

即将于2016年暑期档上映的
青春爱情片《致青春·原来你还在
这里》召开发布会，宣布定档7月
8 日，改编自著名作家辛夷坞的
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对爱情真
诚执着的男主人公程铮（吴亦凡
饰），爱上了倔强、自尊心强的苏
韵锦（刘亦菲饰），演绎了一段纯
粹又虐心的爱情故事。

中银国际研究报告显示，
2013年~2016年，“五一”节档期成
为青春题材片的黄金档。2013年~
2015年热卖的前十部影片中，有4
部为青春偶像电影。上述青春片
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投资成本
低，各影片的制作费用均在 6000
万元以内；对明星阵容要求不高，
大胆起用新人；都是买了畅销小
说的电影翻拍版权，借助 IP 热吸
引原著的粉丝；走校园怀旧路线，
以21岁~25岁、25岁~30岁这两个
阶段女性观众为主。

昨日，嘉映影业在上海召开
新闻发布会，一批根据热门 IP 改
编的电影将全面上马。陈可辛执
导的传记片《李娜》即将开机，监
制作品《七月与安生》也已杀青，
该片作为首部安妮宝贝原著改编
的电影备受关注。值得一提的是，

陈可辛还将与嘉映筹备《中国往
事》、《男人使用手册》等影片。赵
薇导演在《致青春》获成功后再度
携手李樯，即将完成都市爱情题
材影片《没有别的爱》，歌手吴克
群即将开拍导演处女作《酸菜泡
菜配》。这些电影，几乎都是青春
片类型。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的两年，
中国经历了 IP 开发爆发期，到今
年，众多IP已变成“挨批”，青春片
也不例外；青春片要想突出重围，
还是要靠质量取胜。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上海报道

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影讯

6 月 15 日、6 月 19 日以下影院将放
映《钢刀》：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旗舰店，
72，括号内数字为放映座位数，下同）、王
府井电影城（120）、太平洋影城（川师店，
70）、万达影城（锦华店，96）、峨影 1958
电影城（77）、新城市影城（141）、金沙紫
荆电影城（120）、沙湾紫荆影城（89）、万
达影城（金牛店，103）、东方世纪影城
（110）、太平洋电影城（武侯店，74）、星美
学府影城（60）、新时代电影城（高塔旗舰
店，136）、影立方 773IMAX 影城（118）、
万达电影城（成华店，151）、紫荆电影城
（129）、蜀西紫荆影城（89）。

贷款找个贷中心
利息低至3厘

近日《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
保贷款管理 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
的通知》发布，要求对大学毕业生自
主创业、自谋职业者提供小额担保
贷款支持，个贷中心积极响应政策。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
拨打 028-86658844 或者去个贷中
心（体育场路2 号，近天府广场旁）
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抵
押，额度高、放款快，银行利息低至
3 厘的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可达
3000万元。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 60 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
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
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
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
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
证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
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
款品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
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如果你
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转资金，也可
以拨打 028-86658844 申请汽车抵
押贷款。只要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
小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息低至 8
厘。此外，个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
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
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 的车都
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张先生先生急需
要资金周转，凯迪拉克车被相关机
构查封，不到半小时，他通过个贷
中心向银行申请到 35 万元的应急
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个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
工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
无抵押轻松贷。可以凭借每月工资
放大60倍办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
2.5厘；也可以用单位购买的社保或
公积金做一个放大贷；还可以用购
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
高 60 倍来办理应急贷款。总之，只
要你想贷款，没有抵押也可轻松贷
到100万。温馨提醒：只要你打通个
贷中心028-86658844，就能拿到超
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6 月 9 日，云南当地的知名微
博号“在云南”爆料，由李亚鹏主办
的 COART 音乐节现场出现了不
和谐的一幕，本次艺术节喜洲音乐
分会场选在喜洲古镇老戏台，距老
戏台不到50米处有多棵百年老榕
树，数千只在树上栖息安家的鹭鸶
被音乐节现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激光镭射灯骚扰得四处乱飞，受惊
吓后不能回到鸟巢，只能飞到附近
农户、商铺里寻求帮助。与此同时，
有喜洲当地网友上传了多部短视
频和照片。

“在云南”的爆料迅速引起了

不少云南当地人的转发。有喜洲当
地网友留言称，作为一个喜洲人感
到相当痛心，“鹭鸶歇息在大榕树
上已经达几十年之久，它是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典范，现在鹭鸶被吓
成这样，有没有人来管一下。”有网
友则一语道破：“文艺青年们嗨了、
疯了！可大理的鸟儿却遭殃了！”不
过也有网友认为，戏台本就是古时
唱戏的地方，现在在这里做演出无
可厚非，只是应该把音量稍微降低
些；有网友认为，“艺术无罪”，希望
大理是包容和开放的。

6月11日下午，COART艺术

现场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了“致歉声
明”，这份声明中称，组委会在第一
时间进行了紧急磋商，做出了以下
调整：1、在接下来的两天演出中，
降低演出音量减弱灯光；2、将每晚
演出时间提前一小时，确保节目于
当晚21：00前结束；3、演出音乐类
型调整至更加舒缓。COART艺术
现场大理组委会负责人宋婕在道
歉中也表示：“因我们的考虑不周
而对相关人员造成的困扰，CO-
ART 艺术现场就此致歉。我们会
积极面对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
及时进行改正。”

据了解，此次艺术节喜洲音乐
分会场定于6月8日至12日，演出
人员包括莫西子诗、萨尔乐队、鹤
这豹脾气等音乐人与白族的民间
音乐艺人，从官方的演出公告来
看，演出最早从下午 3 点开始，最
晚会持续到晚上10点。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喜
洲镇镇政府，对方表示，音乐节期
间恰好端午假期，政府工作人员在
网络上看到了网友对音乐节的一
些投诉，马上就联系了音乐节的主
办方，并取消了 11 日和 12 日最后
两天的演出。李亚鹏团队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李亚鹏和团队都看到
了网络上的相关文章，“觉得很有
道理，不存在黑不黑我们，我觉得
应该立即改正”。艺术节组委会也
再次在官方微博发出颇为文艺的
道歉声明：“鸟儿，我们向你道歉。
在喜洲，我们惊动了你们的树巢，
老戏台久违的声响，让你们惊觉不
似以往。”这份声明中表示，鉴于
对喜洲老戏台周边生态的保护，艺
术节剩下两天的演出将转移到喜
洲之外的两处地方举行。

据公开资料显示，大理喜洲古
镇村口的大榕树已经是喜洲的标

志性建筑，此树高 37.5 米，胸围 8
米，树龄850年。1988年，大榕树被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列为自
然保护点。每年 3 月，白鹭、池鹭、
牛背鹭、夜鹭等迁来栖息，5月群集
营巢育雏，10月下旬飞离。据当地
群众介绍，由于这里有爱鸟护鸟的
风尚，所以到这里的鹭鸶一年比一
年多，成为喜洲一道独特的自然景
观。成都观鸟协会会长沈尤介绍，
鹭鸶其实就是白鹭，声音过大的音
乐和较强的光线确实会影响鹭鸶
的休息和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张世豪

最近几天，李亚鹏在云南
大理喜洲操办的COART音乐
节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震耳
欲聋的音乐声、四处闪耀的激
光镭射灯，惊扰了本来安静的
喜洲古镇，更让当地人不满的
是，在古镇百年老榕树上栖息
安家的数千只鹭鸶被音乐声和
镭射灯骚扰得回不了家，只得
在古镇上四处乱飞……

6月11日，音乐节主办方
在微博上道歉，承诺积极面对
出现的问题，并及时改正。当地
政府也随即和主办方取得联
系，原定11日和12日的演出最
终取消。

音乐节太吵 鸟儿有家难归

最后两天演出转移到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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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进入消息敏感期
有效跌破2890点减仓

聚焦上海电影节

观众审美疲劳？
青春片进入批量生产时代

陈伟霆、唐艺昕亮相红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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