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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拍卖公告\生活资讯\商务信息 86511885� 86621326
2413397691QQ号:
847451695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微信号:
miumiu19890815

广
告

●杭州正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遗失金税盘，
盘号9299092370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李远滕遗失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学生证， 证号:
2014141473086，现声明作废。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园缘为满足机构养老需求，我院
新增200个床位，84713992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招 商
●医院转合作托管13981909958

声明·公告

●成都市京谊房地产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开具给舒天强， 陈芳的收
据：0915336 （2013.6.20） 金额
147802元；0915337（2013.6.21）金
额100000元遗失作废。
●钟波， 有效期为2007.08.01-�
2027.08.01 的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510721196905113251于2018年06�
月25日遗失,声明登报之日起非本
人使用造成后果及一切责任与本
人无关！

昨 日 ，
沪 指 下 跌
26.28 点，以
2786.90 点
报收，跌幅
0.93%，沪市
仅 成 交

1296.9亿元。今天，将是上半年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下周将进入7月行情。俗
话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如果将出现翻
身行情，那么沪指的低点究竟在哪儿？

一个月前，沪指还在 3000 点上
方，现在，2800点已被跌破了。短短一
个月时间，沪指累计下跌超过300点，
累计跌幅达到10%。

现在的市场，之所以如此不堪，我
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投资者信心
遭遇到了严重的打击。去年，中小盘股
表现很差，但至少还有白马股撑场面，
结构性牛市总还能让部分投资者有不
错的收益。但是今年，市场确实遭遇了
非常大的困难，不管是题材股、科技
股，还是蓝筹股、白马股、周期股，总体
来说多数都是下跌。市场确实面临很
多不确定性因素，比如中美贸易争端、
股权质押风险、企业发债遇冷、独角兽
资金“抽血”等。而近期，人民币汇率不
断下跌，也对市场造成了压力。

对于很多积极因素，市场却始终
抱以忽略的态度。即将在7月5日正式
实施的定向降准，预计将释放7000亿
元资金，这其实就是及时缓解上半年
的资金紧张局面，同时也可以提前释
放7月、8月的压力。另外，6月以来，A
股市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屡屡大手笔
增持，净增持额在亿元以上的已有十
多家。此外，上市公司回购事件也在逐
渐增多。很多人都说，产业资本作为最
敏感的风向标，往往敢于在其他投资
者最恐慌时进行操作，其对投资者理
解A股未来走势及公司业绩预期的判
断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一切都
说明，当前市场已经处于底部区域。

然而，这些积极因素的出现，大盘不
但没有反弹，反而不
断创出新低，说明当
前阶段，投资者对未
来行情的极度悲观
情绪。沪指的市场底
究竟在哪儿？之前是
争夺 3000 点，后来
是 2900 点 ，如 今
2800点也被跌破，难
道真的会跌到2638
点吗？ （张道达）

整形手术服务

47.8%
注射医美

38.3%
美容皮肤

13.4%
其他

0.5%

艺星业绩
（（单位单位：：人民币人民币））

2015年 营收4.05亿元
净利润1298万元

2016年 营收7.23亿元
净利润4921万元

2017年 营收10.37亿元
净利润1.14亿元

2017年
艺星医美
收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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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资料显示，
医疗美容行业继房地产、汽车、电
子通信、旅游之后的第五大消费热
点，成为“朝阳行业”。

目前我国正规的医美机构约
9500家，其中民营诊所约6700家，
占医美机构总数的七成。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以
2017 年美容外科医疗美容服务的
收益来说，艺星医美在全国所有的

私立医疗美容集团中排第二名，从
2015至2017的收益增长率也排第
二名，跻身“头部企业”。

从财务成绩单来看，艺星医美
的业绩确实亮眼。其招股说明书显
示，2015、2016、2017 年，集团收入
分别为 4.05 亿元、7.23 亿元、10.37
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达 60%；
净利润分别为 1298 万元、4921 万
元、1.14 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

更是高达近200%。三年来，净利润
增长了近八倍。

招股书显示，艺星医美的收益
主要来源于两部分：源自于美容外
科医疗美容服务和美容皮肤科医
疗美容服务。美容外科医疗美容服
务又包括动刀的整形手术和不动
刀的注射业务。从主营业务来看，
2017年，整形手术服务收益占总收
益 47.8% ，注 射 医 美 收 益 占 比

38.3%，美容皮肤收益占13.4%。
目前，艺星医美在中国拥有并

经营15家医疗美容机构。成都艺星
2017 年创造了 7655 万元收益，是
所有分支机构里的第五名。收益前
四分别是上海艺星、杭州艺星、北
京艺星、温州艺星。有医美从业者
告诉记者，上海和成都基本代表了
中国整形的最高水平，无论是资本
还是客户，都在向这两地靠拢。

营收与利润造假

在金亚科技公布的 IPO 申报
材料里，公司 2008 年及 2009 年上
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57 亿元
和 9464.2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为
4346.91万元和2091.8万元。而证监
会经调查后发现，金亚科技虚增营
收 分 别 占 公 开 披 露 的 47.49% 、
68.97%；虚增利润分别占当期公开
披露利润的85.96%、109.33%。

经过记者计算，亚科技在2008
年及 2009 年上半年实际营收仅有
约 8244.1 万元和 2946.7 万元；2018
年实际利润总额则约为 610.9 万
元 ，2009 上 半 年 利 润 总 额 甚 至

为-195.2 万元。与公司 2006 年及
2007 披露的 1382.3 万、3452.9 万元
的利润总额相比，已经大幅下降。

调查还发现，金亚科技和相关
人员还存在伪造金融票证、挪用资
金以及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等犯罪嫌疑。

事实上，在IPO造假被调查之
前，证监会已经依法对金亚科技
2014年度报告虚假陈述给予60万
元顶格罚款，对董事长、实际控制
人周旭辉合计给予 90 万元顶格罚
款，对多名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罚。此次金亚科技涉嫌欺诈发行的
行为正是在证监会调查其伪造财
务数据时发现了相关线索。

中介恐牵涉其中

金亚科技当时的保荐机构为
联合证券，审计机构为广东大华德
律会计师事务所，律所则是天银律
师事务所。欺诈上市的背后，相关
中介恐难逃追责。

资料显示，实控人周旭辉有一个
明星妻子——演员童蕾，她因在电视
剧《亮剑》中饰演护士“田雨”而被大
众熟知。此外，她还主演过《隋唐英雄
传》、《深牢大狱》等多部电视剧。

深交所信息显示，将督促金亚
科技严格按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强化
退市风险提示。同时，将依法依规

及时对公司股票作出是
否暂停上市决定，依法
依规妥善做好金亚科技
退市工作。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人们开始毫不避讳地表达对“颜”的追求。玻尿酸、瘦脸针、割双眼皮、垫
鼻子、割眼袋……“整容”前几年只在小圈子里传播的私密话题，也变得大众起来。

日本化妆术、韩国整容术、中国PS术、泰国变性手术，被网友戏称为“亚洲四大神术”。6月15
日，曾经号称来自韩国的私立医疗美容连锁集团艺星医疗美容集团（以下简称“艺星医美”）向港交
所递交了上市申请。据招股书显示，这家公司实控人为董事长陈国兴，副董事长、总裁为陈国雄，他
们出身自“莆田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氏家族。

天眼查数据显示，“艺星医疗
美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曾用名
为“维纳斯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2009年，维纳斯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在浙江杭州成立，2010年12月，据
武汉晨报报道，Yestar韩国艺星医
疗美容集团兼并武汉维纳斯整形
美容机构：“韩国艺星也因此成为
第一家进驻武汉的‘纯韩’医疗美
容连锁机构”。

2014 年，艺星医美落地成都
时，媒体纷纷报道“源自韩国的国
际医学美容连锁品牌——Yestar艺
星整形（成都）西南地区旗舰店在
成都隆重开业。”2015年，武汉艺星
的宣传稿中更是出现“Yestar 武汉
艺星作为一家纯韩血统的医疗美
容机构”等说法。同年，艺星医美签
约韩国演员蔡琳为代言人，更加深
了其“韩国医美公司”的印象。

不过，在本次的招股书中，武
汉艺星也是艺星医美重要组成机
构，却未提及任何韩资内容。从招
股书披露的企业架构图中看，艺
星医美的实际控制方是董事长陈
国兴、副董事长总裁陈国雄，二者
为同胞兄弟，而这两人属于莆田

“詹、林、陈、黄”四大家族的陈家。
“詹、林、陈、黄”旗下的医院

曾在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皮肤性
病领域广泛布局，发展至今又开始
向整形专科布局，而这些专科共同
点是：低风险、高利润、非医保。

实控人属陈国兴、陈国雄的艺
星医美，存在很多令人诟病的纠
纷。天眼查信息显示，艺星医美曾
有过多次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劳动
合同纠纷、肖像权纠纷的诉讼。招
股说明书也显示，艺星医美存在30
项医疗广告违规、77宗肖像权纠纷
及4宗医疗事故，用于解决客户投
诉及医疗纠纷的赔偿总额为 300
万元。

招股书称，对于医美领域来
说，其业绩高度依赖品牌形象与声
誉，这些纠纷、违规会给公司的业
绩及前景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你美了广告商笑了
艺星医美赴港IPO 招股书披露——

20172017年收入年收入1010亿亿，，净利净利11亿亿 推广和营销占毛利润推广和营销占毛利润3838%%

新闻观察新闻观察//

艺星医美的实控人是董事长
陈国兴、副董事长总裁陈国雄，二
者为同胞兄弟，这两人属于莆田
“詹、林、陈、黄”四大家族的陈家。

纯韩血统？
招股书
未提及
艺星医美曾涉多起医疗纠纷

从艺星的招股书来看，上述的
三类业务，销售数量最多的为注射
医美，2017 年诊疗人次达 14 万余
人次，平均客单价为2707元；皮肤
美容服务销售数量次之，为 9.5 万
人次，平均客单价为1454元；整形
手术服务人次则为 8.6 万人次，平
均客单价5755元。

从毛利水平上来看，根据招股
书披露，艺星医美 2015~2017 年的
毛利率分别高达 50.4%、54.2%、
53.3%。按手术业务、注射业务和美
肤业务的划分来看，其中外科整形
手术毛利率更是高达63.5%。

虽然有如此高的毛利润率，但
净利润却并不高。2015~2017 年的

综合净利率分别仅为 3.2%、6.8%、
11%。以 2017 年的财务数据为例，
营收达到了 10.37 亿元人民币，毛
利润5.53亿元，而净利润仅剩下了
1.14亿元人民币。

钱花去了哪里？招股书显示，
这一年的销售费用为3.05亿元，占
同期毛利润比例高达55%，其中推

广和营销开支就花去2.08亿元，占
同期毛利润38%。成都某整形医院
股东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一组数
据也基本勾勒出整个行业的盈利
比例，在整个行业里，广告费用会
占据毛利润40%左右。

也就是说，用户支付的医美费
用，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广告买了单。

“靠脸吃饭”去年集团收入10亿 成都艺星排第5

毛利高净利低 广告费占据毛利润的四成左右

营收造假、利润造假、挪用资金……

金亚科技将被强制退市
成都航空ARJ21
安全载客10万人次

昨 日 ，由 成 都 航 空 运 营 的
ARJ21 新支线客机在投入商业运
营两周年之际迎来第 10 万名乘
客。这标志着ARJ21新支线客机基
本实现安全顺畅运营目标，商业运
营取得阶段性成果。

昨日清晨，由ARJ21飞机执飞
的EU6665航班从双流机场起飞，经
停长沙飞往上海虹桥，本次航班搭
载着ARJ21飞机的第10万名乘客。
自2016年6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
以来，成都航空接收5架ARJ21飞
机，开通成都—长沙—虹桥、成都—
合肥—温州、成都—上饶—南通等
8条航线，通航城市从3个增加到到
15个。机队安全飞行3600余小时，
安全载客量突破10万人次。飞机各
项运营指标良好。目前，ARJ21飞机
已具备适航规章要求的全部气象条
件下的安全运营能力，中国民机进
入规模化商业运营新阶段。

目 前 ，成 都 航 空 培 训 培 养
ARJ21机长28名、航务人员17名、
维修人员 85 名、获取资质的乘务
员84名。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上半年即将过去
沪指低点究竟在哪儿？

6月27日深交所发出公
告，已正式启动对创业板公司
金亚科技（300028.SZ）的强
制退市程序。成都商报记者从
证监会获悉，其原因是公司因
涉嫌欺诈发行等犯罪问题被
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

据证监会相关函件，金
亚科技为了达到发行上市条
件，通过虚构客户、虚构业
务、伪造合同、虚构回款等方
式虚增收入和利润，骗取首
次公开发行（IPO）核准，在
其上市前的招股说明书中虚
增 2008 年及 2009 年上半
年营收与利润。

在不孕不育、皮肤性病领域广泛布局
时，来自莆田的民营资本再下一城——

莆田陈氏家族携旗下整容医院冲刺
港股。

主要来源：美
容外科医疗美容服
务和美容皮肤科医
疗美容服务

为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为孩
子们提供展示纯真梦想和自我风采
的舞台，6月“我健康 我快乐”第九
届“新华保险杯”全国少儿书画大赛
正式拉开帷幕。

由新华保险公司联合《中国少
年报》及国内权威书画专家倾情打
造的少儿书画大赛，经过持续八年
的积累和沉淀，已经形成完善的赛
事体系，互联互通的赛事平台，以书
画大赛为核心，同时涵盖现场书画、
书画讲座、作品巡展、爱心义卖等独
具特色的系列赛事活动。大赛也成
长为参赛人数众多、社会反响强烈
的国内知名少儿书画赛事，并荣获

“中国保险年度服务创新大奖”和
“中国互动营销学院创意金奖”。

第九届“新华保险杯”全国少儿
书画大赛以“我健康 我快乐”为主
题，获奖选手将获得证书和高品质
奖品，优秀获奖作品在水立方展出
的同时，还将收入新华保险 VR 书
画殿堂。广大家长和小朋友可以联
系当地新华保险分支机构，提交书
画作品参与大赛。

伴随着本届大赛的开启，新华保
险推出了《健康无忧（乐享版）少儿保
险产品计划》、少儿平安卡等小朋友
专属的保障产品。未来，新华保险将
始终关注青少年成长，坚守品质、持
续耕耘，不断创新，为更多热爱书画、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和孩子们
圆梦，为客户提供欢乐、健康、时尚的
服务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我健康 我快乐”
第九届“新华保险杯”

全国少儿书画大赛欢乐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