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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上午9时30分，成
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名称“成都高速”，代
号1785）正式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
所”）主板挂牌上市交易。
据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
件显示，“成都高速”以每
股2.20港元的价格在香港
发行4亿股股票。

文件显示，成都高速
主营业务是从事四川省成
都市及周边地区高速公路
的运营、管理及发展。包括
成灌高速公路、成彭高速
公路、成温邛高速公路、成

都机场高速公路及城北出
口高速等。成都高速披露，
此次扣除承销费用及佣金
及有关全球发售的估计开
支后（假设超额配股权未获
行使），估计全球发售所得
款项净额为7.94亿港元。其
中约70%将用于收购或投
资其他高速公路，约10%用
于成立新业务分部，或用于
收购其他补充业务，约10%
用于提高高速公路运营效
率，约10%用于一般公司及
营运资金用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1月15日，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省管理局七个分
局在相关市（州）同时举行
挂牌仪式。这标志着四川省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工作迈入全面推进新阶段。
七个分局分别是：大熊猫国
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依托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设立；大熊猫国
家公园绵阳管理分局，依托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设立；大熊猫国家
公园雅安管理分局，依托四
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设立；大熊猫国家
公园阿坝管理分局，依托四
川省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设立；大熊猫国
家公园广元管理分局，依托
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设立；大熊猫
国家公园德阳管理分局，依
托四川九顶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设立；大熊猫国
家公园眉山管理分局，依托
四川瓦屋山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设立。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有
效保护大熊猫等野生动植
物及其栖息地的重要载体，
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践。
去年11月12日，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省管理局挂牌成
立。此次分局挂牌后，将正
式启动公园内各类自然保
护地的整合，进一步推动大
熊猫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
点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秀明

年夜饭的味道就是家
的味道。随着中国传统新春
佳节的临近，您是否准备在
亲朋好友面前露一手？看这
里！红星新闻联动成都多家
五星级酒店、老字号餐馆、
网红餐馆名厨们，由名厨来
教您做年夜饭，通过饕餮盛
宴，惊艳全场。

春节期间，成都市商务
局、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将联合推出“过节耍成都·
寻找最年味”活动，全城寻
找最具特色年味儿。即日
起，红星新闻正式启动过节
耍成都·寻找最年味“名厨
教你做年夜饭”活动。从1
月16日开始，我们将带来
多次直播，由五星级酒店、
老字号餐馆、网红餐馆的
名厨们，线上教您做年夜
饭，通过名厨，给大家奉上
一道道最传统最年味的年
夜饭菜。

1月16日18点整，您可
以通过红星新闻看到第一
场“名厨教你做年夜饭”活
动直播。第一位亮相的大厨
是中华老字号传承人、带
江草堂邹鲢鱼饭庄餐厅经
理、总厨师长赵惠忠。赵惠
忠曾先后前往北京、上海、
深圳、海南等大酒店作川菜

主厨工作，先后参加了G20
小吃展、国际航线大会川菜
表演，特别擅长川菜精加工
制作。

此次，中华老字号传承
人赵惠忠将为大家带来川
味香肠、太白酱肉两道经典
年夜饭菜的制作方法，带你
重温新春的味道。

川味香肠作为年夜饭
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依
靠咸鲜口感、便于下饭被
家家户户所喜爱。肉料的
选择、调味、晾晒，名厨将
为你带来各种川味香肠制
作过程，以及其中的小窍
门。另一道菜是民间传统
食 品 太 白 酱 肉 ，酱 香 浓
郁、爽口不腻的太白酱肉
号称是大诗人李白的最
爱，名厨也将揭秘如何制
作出类拔萃的太白酱肉。
此次 直 播 将 通过红星新
闻客户端、成都商报官方
微博、新浪微博、一直播、
今日头条客户端、腾讯新
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
端等多个主流直播平台同
步直播。1月17日18点，第
二 场“ 名 厨 教 你 做 年 夜
饭 ”直 播 将 带 来 白 果 炖
鸡、红烧什锦和锅巴鱿鱼
的做法。

看舞蹈老师
一天跑多场培训，
有人收入比平时多两倍

1月14日晚上9点半，在青羊区一舞蹈培
训机构任教的老师李梦迪（化名），结束了
当天的第三场培训，换上羽绒服，离开工作
室。“一年到头这段时间是最忙的，基本都
是跑公司年会。”

当天，她上午11点半从橡树林坐地铁，
赶往天府三街的一家公司，要趁公司员工
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的休息时间进行舞蹈
排练。

下午5点半，李梦迪回到了舞蹈工作
室，上了一堂两个小时的舞蹈课，晚上7点
半，又接着赶下一场公司年会舞蹈排练。

“更多的时候，年会舞蹈培训都是在下午6
点以后公司员工下班才会进行。”

今年春节较早。在2018年12月初，成都
银海中心的MVP舞蹈工作室，就已经有5家
公司的员工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找上了门。

开业还不到一年，第一次应对公司年会
舞蹈培训，工作室有些捉襟见肘，负责人沫沫
（化名）告诉记者，最近，除了平时给学员上课
外，舞蹈老师还要给企业排舞，经常会出现从
早到晚忙不过来的情况。“目前工作室有4名
舞蹈老师，有2名老师专门跑年会。年会编舞
忙不过来，我们还外聘了舞蹈老师来上课。”

盐市口黄金大厦B座的聚星天舞工
作室，在某团购平台上推出了498元的企

业年会舞蹈培训套餐，工作室负责推广
的工作人员刁先强说，12月~次年1月，都
是年会编舞的高峰期，工作室的接单量会
增加，1名舞蹈老师有时候会负责多个公
司、企业的舞蹈编排。

尽管辛苦，但收入也随工作量加大而
增加。一家舞蹈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向记者
透露，从去年12月至今，工作室已经接到20
单公司年会的舞蹈编排培训业务，对舞蹈
老师来说，平时一个月的收入多在4000元左
右，而春节前两个月，因为公司年会培训，
收入会增加1~2倍。

看热门曲目
“抖音神曲”受欢迎，
有多家公司选择相同

在建设路钻石广场B座的创舞舞蹈工
作室内，来自中国移动成都成华分公司建
设营销中心的8名员工，正在排练以《隔壁
泰山》为背景音乐的舞蹈。

“很多歌舞在短视频上，都有现成的版
本，老师有时候只是进行动作和队伍指导，
同时这些短视频上的舞蹈动作都很简单，
因为非职业舞者可能没有更多获取舞蹈资
源的渠道，短视频流行，大家都在上面选，
导致很多公司排的节目都是一样的。”该工
作室负责人李先生说。

但在他看来，这首在2018年从抖音火到
了各大视频平台的歌曲，只是今年公司年
会众多常用歌曲中的一首。“毕竟公司年会

每年都在搞，歌舞在其中多是起到一个娱
乐、轻松或者搞笑的作用，因此大家都会选
择当年最流行的元素进行表达。”

“过去的一年，抖音软件引领华语乐
坛，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只要在抖音上传
播开来，许多都会火。”在工作室参与公司
年会舞蹈培训的小王这样说道。“《学猫叫》

《燃烧我的卡路里》……在排舞前，我们为
使用哪一首‘抖音神曲’纠结了很久。”

而沫沫告诉记者，今年工作室接到的
几家公司业务，都是选的抖音上比较火的
歌曲作为编舞的配乐，“是因为‘抖音神曲’
大家都很熟悉，容易引起共鸣，选择最多的
有甜美系的《东西》等，都是很熟悉的‘抖音
神曲’。”

记者在一家舞蹈工作室目前排练的11
家公司年会舞蹈节目中发现，一半以上的
舞蹈音乐，来自抖音短视频平台。

同时，草蜢乐队一首历史近30年的老
歌《失恋阵线联盟》，因2018年频繁出现在电
视剧、综艺节目、短视频等平台上，又重新
火了一把，因此成了今年公司年会很多舞
蹈节目的编排音乐。“这首歌我们已经编排
了四五个公司了。”

看流行文化
娱乐选择更多样，
文化产品更“快餐”

公司年会，已不再新鲜。走红毯、户外派
对、文艺晚会这些“王谢堂前燕”，已经飞入
了寻常百姓家，尽管歌舞类表演只是文艺晚
会中的一个节目，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
几乎是过去一年流行歌舞的一次检验。

“D舞季舞蹈工作室”建设路店负责人
兔兔（化名）告诉记者，前几年，公司年会的
舞蹈，很多都是将舞蹈音乐的选择、风格、
编排、队形甚至服装等全部交给舞蹈工作
室来完成，“后来由于视频、短视频的出现，
大家在网上看的东西多了之后，就开始自
己选择音乐和舞蹈让我们来教。”

有同感的创舞舞蹈工作室负责人李先
生说，因为现在网上歌舞类娱乐内容产品
太多，大众选择面也更广，流行的产品不止
一样，因此，像2012年《江南style》骑马舞几
乎横扫所有公司年会的现象，很难再出现。

一位舞蹈培训老师告诉记者，以前的
舞蹈节目更传统一点，现在都是短视频歌舞，
搞笑、好玩，对方坦言，其实很多短视频上的
音乐和舞蹈，所体现的感觉略显浮躁，“如果
是爆款，第一年排了，第二年就一家都没有
了，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人们崇尚的都是

‘速食’文化产品。往往这些东西很受追捧，
其实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快节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摄影报道

一家公司正在排练

业主：
实在去不了咋办？

1月9日，青果山花城小区大门口贴出
了一则业委会发出的通知：由于业委会收
入有限，经业委会讨论决定，召集本小区
业主们集中到农家乐进行一次一餐的迎
春筵。

该《通知》称，期望业主们踊跃参加，本
着自愿参加的原则，确定1月10日至12日为
报名日，每户限3人参加，过期视为自动放
弃参加。

1月1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该小区看到，和该《通知》一起公布的还有
小区2018年财务收支情况公示表，全年有4
笔广告收入及1笔外来车辆临时停放费用，
合计30557.4元，全年无任何支出费用。几位
业主站在告示栏前，对即将到来的团年饭
表示期待，也有业主摇头表示遗憾，“那天
要上班啊，去不了的可以折现不？”

在小区业主的多个微信群和QQ群里，
争议更甚。“业委会出发点很好，但程序上
不合法。”有多位小区业主质疑说。

业委会：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引起争议，让青果山花城小区业委会
主任唐大姐感到很委屈。

据唐大姐介绍，前不久有多位业主向
业委会提出建议，能否用小区公共收益请
业主吃顿团年饭，也能让更多邻居之间相
互认识。她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便召集业委
会开会讨论，最终7名业委会成员一致同意
用公共收益请大家吃团年饭。

“我们小区业委会刚好成立1年，公共

收益也不多，有3万多元，如果分到每家每
户，只有30多元，要是买年货来分，还不够
一桶油。”在唐大姐等业委会成员看来，用
一笔钱让业主到农家乐耍一下，吃顿团年
饭，热热闹闹的，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至于网上有些质疑的声音，唐大姐认
为，有个别人是因为当初竞选业委会没成
功、还有一些人没交物管费，便从中捣乱。
团年饭选择周五是因为周末的都定了，

“这个相当于单位的集体活动，不可能让
每个人都满意，今年参加不到明年还可以
报名嘛。”

根据1月14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小区
共778户业主，入住675户，报名参加团年饭
的有346户共658人，报名的户数超过已入
住的一半。唐大姐认为，这个报名数据也反
映了广大业主的意愿，说明大家都很支持。

“我们都问心无愧，自己没有揣一分
钱。”唐大姐说。

相关部门：
小区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乐山市住保局物管科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说，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建筑物的共有
部分产生的收益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所得
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
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共有部分的使用收益由全体业主共
有，并由业主大会确定使用方法。”该负责
人表示，无论是将公共收益用于充抵物业
管理支出、业委会开支，还是小区维修、小
区活动等，都应该通过业主大会来决定。

针对青果山花城小区业委会用公共收
益请业主吃团年饭这种情况，该工作人员
认为，肯定也应该通过业主大会来决定，但

是业主大会形式多样。如果该小区业主报
名签字同意参加团年饭的户数超过三分之
二，应该可以视为有效。

不过，该工作人员强调说，这里的三分
之二指的是占所有业主户数的比例，小区
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暂时没有入
住的业主也同样享有小区公共收益的权
利。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业委会则应该
取消这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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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的舞蹈排练
室内，古灵精怪的《燃
烧我的卡路里》循环播
放着，有人坐地休息，
有人对着镜子纠正动
作，有人趁排练间隙耍
一下手机——一场公
司年会的舞蹈节目正
在这里孕育，和很多同
行一样，因公司年会舞
蹈培训单子接踵而至，
舞蹈老师邱华（化名）
迎来了一年之中最忙
碌的时节，在上舞台之
前，过去一年在年轻人
中最流行的舞蹈和歌
曲，在各个舞蹈排练室
里涌动。

最近，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走近了
舞蹈培训老师这一群
体，从他们的角度，窥
视今年成都的公司年
会舞蹈节目，从中不难
看出，过去一年，有哪
些流行元素触动了大
众的娱乐神经。

小区业委会要请大家吃顿团年饭小区业委会要请大家吃顿团年饭

用公共收益 引发争议声
公共收益咋使用？相关部门有说法

最近，四川乐山
青果山花城小区的部
分业主在微信群里起
了点小摩擦——业委
会发通知，要用公共
收益请大家吃顿团年
饭，有人支持，认为可
加强邻里联系；也有
人反对，认为公共收
益的使用应该由业主
大会来定。

对此，该小区业
委会负责人介绍，用
公共收益请大家吃团
年饭是所有业委会成
员一致同意的，目前有
超过一半的业主已踊
跃报名参加。住保部门
则表示，小区共有部分
的使用收益由全体业
主共有，并由业主大会
确定使用方法。

/ 律师说法 /

业委会不能
擅自处分公共收益
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务所郭金福律师

认为，根据《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等规
定，建筑物共有部分的使用收益应由全体业
主共有，并由业主大会确定使用方法。

郭金福律师认为，业委会肩负着全体业
主的重托，要保证公共收益公开、透明地使用，
并且应定期向全体业主公布收支情况，接受
业主们的监督。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可
以由物业公司代为实施，定期向广大业主
公布收益使用情况，有盈余则需返还业主。

即使未按期交物业费的业主也可以参与
公共收益的分配。郭金福表示，因为物业费是
物业公司向业主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业
委会无权收取这部分费用。如果业委会以业
主未交物业费为由拒绝向其发放公共收益，
侵犯了业主对公共收益的处分权。郭金福律
师认为，业委会未经业主大会决定擅自使用
和处分公共收益，将侵犯业主对公共收益支
配的权利。业主可以向辖区街道、居委会投
诉，也可以向业主大会求助，或者向行业主管
部门反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要过年
好热闹

年要过
理要明

年夜饭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中国传统春节临近，年夜
饭作为春节重头戏，也是一家人阖家团圆的最好见证者。

即日起，红星新闻启动过节耍成都·寻找最年味“名厨
教你做年夜饭”活动。线上，持续十余天，红星新闻将邀请五
星级酒店、老字号餐馆、网红餐馆名厨出镜直播，教大家制
作一道道经典年夜饭菜。线下，我们还将选出一位幸运儿，
由名厨上门为其制作一道年夜饭菜。近距离围观名厨做饭
渠道也将正式开通，您可以通过@红星新闻报名。

给生活加点年味，年夜饭鲜香开席，就等您来。

名厨教你做年夜饭活动启动

多场直播
教你烹出传统年味

看直播
学做年夜饭

除了线上观看，此次活
动还有线下互动参与。即日
起，“名厨教你做年夜饭”活
动将抽选出一位幸运用户，
我们将邀请名厨到幸运用
户家中为其制作一道年夜
饭菜，送来新春的祝福。具
体抽取方式将在此后揭晓，
请密切关注红星新闻。

此外，我们还将开放征
集报名，市民可以致电红星
新闻的热线86613333-1或
者在新浪微博上私信红星

新闻官方微博@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
商报，我们将从报名者中选
出合适的市民来到名厨制
作年夜饭的直播现场，近距
离观摩名厨做饭，一对一向
名厨提问。此次抽取的幸运
用户、观摩市民均由红星新
闻统筹。届时，红星新闻将
会对幸运用户、观摩市民进
行一对一通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来报名
近距离观摩

“成都高速”香港上市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7个分局昨日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