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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四川梓潼县文广旅局获悉，为了大力弘
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展示绵阳三
线建设的历史成就，现长期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梓潼期
间以及绵阳三线建设期间的见证物。

中国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院部旧址，是我国继青海之后第二
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王淦昌、邓稼先等
9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
张爱萍、李觉将军都在此工作和生活
过。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办公
楼等167栋建筑物及众多纪念实物等，
是“两弹一星”精神原发地之一。

此次征集范围为反映记录“两弹
一星”及中国三线建设历史的工业生

产设备、产品和文献档案及有关照片；
反映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梓潼期间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精神
面貌的物质载体、精神载体和具有标
志意义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设备
及藏品。

征集内容分为实物类：设施设备、
生产工具、学习用具、办公用品、生活
用品、奖章、徽章等；文字类：档案、文
件、书籍、报刊、书信、票证、手稿、奖
状、证书、证件等；影像类：照片、图片、
录影、录音以及其他相关的影像资料
等；其他相关联的老物件。

在征集中，坚持鼓励自愿捐赠的
原则，根据见证物的性质和见证物保
管者的意愿，采取无偿捐赠、委托馆

藏、复仿制、收购等形式，使散留在民
间的见证物得到集中保护与利用。

具体包括无偿捐赠：鼓励支持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义务
捐赠所持有的见证物；委托馆藏：对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所持
有的见证物，根据单位和本人自愿，可
提出委托代为保管，经展品征集专家
组鉴定后负责评估、鉴定、拍照、建档、
签订无偿保管协议，持有者可根据意
愿随时取回委托馆藏的见证物；复仿
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确保
见证物安全的基础上，对特别珍贵且
收藏者欲自己保存原件的，在征得收
藏者同意后，进行复仿制；收购：对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所持

有的见证物进行鉴定估价，确定符合
入藏、展览标准的藏品，与收藏者签订
协议后，予以收购。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
捐赠和委托馆藏的见证物，在布展使用
时，均在介绍牌上写明其来源，由两弹城
博物馆出具捐赠证书或委托馆藏证书，
证书持有人可长期免费游览两弹城景
区，还会邀请捐赠证书和委托馆藏证书
持有人参加两弹城相关活动。同时，对见
证物征集工作中积极提供线索、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本次见证物征集工作由两弹城博
物馆负责，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谢佩玲
17882487745、涂锡1354712650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他在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
上获得二等奖；她每逢节假日或
者羌历新年，都会在北川巴拿恰
免费为游客讲解；他在逆境中健
康成长，养成了善良真诚的心灵、
助人为乐的精神、勤俭好学的品
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5月
26 日 上 午 ，四 川 绵 阳 市 举 行
2020-2021 年 绵 阳 市 暨 涪 城 区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
动，41名学生获得殊荣。

当天上午，绵阳市成绵路小
学滨江校区操场变成了一片“花
海”。一段段感人的视频短片，让
现场师生感受到少年的活力与朝
气、坚强与乐观、勇敢与坚守。台
上，闪烁耀眼的光芒；台下，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10岁的吴俊良是绵阳市成
绵路小学五年级八班学生，获
得2020年第二批绵阳市“新时代
好少年”荣誉称号。吴俊良热爱
读写，他的作文屡屡获奖，其中

《春天来了》更是荣获第十五届
“文星杯”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
赛二等奖。他热爱运动，目前正
领着队友积极备战绵阳市级足

球联赛。他还热爱共同成长，带
动班级一大批同学进行小说创
作；组建“飞花令挑战队”，带领
大家读背诗词；承担班级“论语
小讲堂”的首席讲师，为大家做
讲授示范。

同样获得殊荣的吉书好，是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小学六年
级三班学生。她每逢节假日或
者羌历新年，都会在北川巴拿
恰免费为游客讲解。她在2019年

“十佳小小讲解员”大赛中，夺
得绵阳市冠军、北川特等奖，并
获得绵阳市“十佳小小讲解员”
称号。

14岁的康鑫宇是平武县平
通镇初级中学校2019级1班学
生。他从小父母离异，爷爷奶奶
去世、父亲生病、母亲重组家
庭，稚嫩的他早早担起了责任。
周末一回到家就放下书包，与
外公外婆一起干农活。春播秋
收，应季的农忙时节，田园里都
有他忙碌的小身影。他在逆境
中健康成长，养成了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作为首家影视行业上市公司，华谊兄弟的“影
视一哥”光环不再。

而王中磊和王中军的最近一次热度也停留在
一则执行消息中。今年5月10日，王中磊和王中军被
曝再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高达3亿元。

多次买卖，华谊兄弟早已显疲软之态，缺钱也
成为行业共识。

2015年，华谊兄弟收购多家壳公司，也在这一
年创下近900亿的总市值巅峰，还“赔进”了大量收
购金，商业风险也急剧升高，以至于后来频频暴雷，
股价直线下跌。

2018年，范冰冰因“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
问题涉嫌偷逃税，引来监管关注，冯小刚的新片《手
机2》也因此无疾而终，华谊兄弟的总市值更是直接
蒸发近800亿元。

此后，华谊兄弟又陷入“实控人兄弟质押套现
跑路”的风波，当天收盘大跌，报收6.85元/股。随后，
华谊兄弟公告称：股权质押融资是常见现象，不代
表不看好公司未来。实控人王忠军、王忠磊（公告
名）兄弟2014年以来未减持过公司股票，还增持了
约6.4亿元。

王中军甚至长文回应税务、股权质押、收购等
问题，以期稳住局面，但还是止不住股价狂跌。如
今，距离2018年低谷，华谊兄弟的股价明显遭到了
再次腰斩。

据华谊兄弟2020年财报显示，公司已连续3年
亏损，亏损金额近62亿元。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总
收入15亿，2018年～2020年，公司营收分别下降
3.34%、41.18%及33.14%，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分别为11.69亿、39.78亿及10.48亿元。

还未找到资金解决办法，5月12日，华谊兄弟又
发布公告，宣布22.9亿元定增中止审核。

而关于此次冯小刚支付业绩补偿，也有声音表
示，不管是高溢价收购壳公司，还是冯小刚掏钱“补
空”，追根究底都是股民在掏钱。

没有了导演和明星对赌的华谊兄弟，未来又如
何实现盈利，股民是否还会买单，也不得而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邓凌瑶

25日大涨之后，昨天大盘试
探性突破3600点整数关，最终报
收于3593.36点，涨幅为0.34%。由
于成交量略有萎缩，个股有所分
化，大市值龙头公司小幅调整，小
盘股、题材股借机表现。总体来
讲，达哥认为，核心资产属于强势
调整，后市暂无需担忧。

前天沪指涨了80多点，涨幅
达2.4%，最担心的是缩量，多头部
队“体力耗尽”，如果后续部队跟
不上，那么行情很快就没了。

从昨天来看，成交量略有萎
缩，沪市成交4558亿元，深市成交
5110亿元，两市合计成交9668亿，
依然保持在万亿左右，个人认为，
这个量维持得还是不错的。沪指
也试探性一度突破了3600点整数
关，虽然收盘略有回落，但幅度很
小，应该只是正常的调整。

其次，北向资金没有休息，沪
股通、深股通合计又净买入了91
亿元，保持得不错。而且，人民币
汇率仍在进一步走高，美元离岸
人民币报价达到6.3754，人民币升
值的步伐没有停下来。这个趋势，
势必会吸引更多外资流入A股。

从资金面的角度看，我认为
昨天属于良性的调整，暂时还看
不出行情要结束的征兆。

再说市场热点，虽然行情有
所降温，但盘面还是很火爆，创业
板有5家公司20CM涨停，科创板
也有两家公司20CM涨停。另外，
涨停个股也接近80只。

最近两天的行情，确实有望
打破近两个多月以来的震荡，并
且形成真正的向上突破。而个股
上，核心龙头资产是推升指数的
主力冲锋部队，当主力休息的时
候，各种热点题材炒作继续发挥
威力，使得整个市场热度不下降。

保持这种节奏慢慢上涨，那
么这一波行情还是值得期待的。
至于沪指到底能够涨到多少点，
3700点还是3800点？还是4000点？
我们也不用去考虑那么多。

在市场挑战前期高点的过程
中，基金并没有像年初那样，频繁
地上热搜，基金的热度并没有升起
来，所以这反而是比较让人放心
的，说明市场有热度，但并没有过
热，那么后市就还可以继续乐观。

（张道达）

5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
北京发布《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
告2020》。与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
的旧版报告相比，《报告2020》新
增加了电子烟的健康危害章节，
指出“有充分证据表明电子烟是
不安全的”。

《报告2020》指出，尼古丁作为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除了让使用者
产生依赖性，还会在妊娠期对胎儿
的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并可能导致
心血管疾病。胎儿和青少年接触尼
古丁可能对大脑发育造成长期不
良后果，导致学习障碍和焦虑症。

《报告2020》还指出，当气溶胶的浓
度达到足够高时，将对人类健康造
成威胁，尤其是对哮喘患者及有呼
吸道疾病的人群。电子烟调味剂加
热后可产生有害物质。另外，由于
大多数电子烟使用者同时使用卷
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会出现两种或
多种产品导致的健康危害叠加。

受此消息影响，思摩尔国际
（06969.HK）尾盘跳水，截至收盘
跌17.10%；中国波顿（03318.HK）
一度下跌18.70%，截至收盘跌
17.94%；华宝国际（00336.HK）一
度下跌8.46%，截至收盘跌7.69%。
电子烟概念股集体大跌。

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电子
（00285.HK）因电子烟业务已完
成专利布局的消息，昨日一度大
涨22%。但尾盘也出现跳水，截至
收盘回落至涨11.73%，报40.00港
元/股，成交额超22.80亿港元。

据中信电子发布的消息，比
亚迪电子的电子烟产线进入试生
产，预计6月进入大规模量产，测
算全部40条产线满产产值或将接
近百亿水平。

此外，美股雾芯科技（RLX.
US）盘前跌近12%。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强亚铣

4家公司合计市值曾一度高达
2800亿元，如今已跌去超95%，只剩下
近24万股东承受亏损。

5月25日晚，A股4家公司同时宣布
退市，其中沪市3家、深市1家。沪市方
面，上交所对*ST鹏起、*ST富控、*ST
信威作出终止上市决定；深市方面，
*ST欧浦当日亦被深交所终止上市。

随着A股注册制的推进，退市也
进入了常态化阶段。

而4家公司均因财务不达标退市。
公告显示：*ST鹏起2020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5亿元，
且公司2018年至2020年连续3年均被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7月17日
起被暂停上市。*ST富控2020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8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41.9亿元。2018年起连续3年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且被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
票已于2020年12月9日起暂停上市。
*ST欧浦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5305万元，扣非净利
润-750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25.3亿元。2018年起连续
3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被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5月15日起暂停
上市。3家公司均会停牌进入退市整理
期，退市整理期（30个交易日）满后，交
易所对公司股票进行摘牌，终止上市。

公告显示：*ST信威2020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8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147.1亿元。2017年起连续4年净利
润为负值，连续3年被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
票已于2020年5月5日起暂停上市。值
得注意的是，*ST信威公司股票将不
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交易所在退市

公告起 5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直接转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ST欧浦、
*ST信威、*ST鹏起、*ST富控4家上市
公司最新股东户数分别为35795户、
120715户、49946户、32382户，总计
23.88万户。4家公司在2015年股价最
高时，市值合计近2800亿，而5年下来，
市值已跌去2600亿。随着公司宣布退
市，这近24万股民所持股票摘帽翻身
的梦幻已化作泡影。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证券时报网、
市场公开信息等

少年好榜样！
这群学生获评绵阳
“新时代好少年”

中国两弹城公开征集“两弹一星”见证物
包括实物、文字、影像、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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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M井喷，行情或将延续

卫健委报告称“充分证据表明电子烟不安全”

电子烟概念股集体跳水

罕见！4家公司同时宣布退市
24万股东泪奔，2600亿市值成泡影

5月26日，“英雄老矣”的著名导演冯小刚仍然挂在微博热搜上。63岁的他已经
第二次向华谊兄弟支付业绩补偿了，这一次是1.68亿元。

很多网友讨论，即便是前后支付了2.3亿元，用刚成立的公司去换取华谊兄弟
（300027.SZ）的10.5亿元并购款，冯小刚也还是赚的。

那么，在这场并不“对等”的收购案之下，冯小刚输的2.3亿究竟是谁的？

究竟是谁的钱？

5月24日，华谊兄弟发布关于浙江东
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美
拉”）2020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完成的公告。
华谊兄弟的股价虽然没有明显翻盘，但至
少止住了连日来的下滑，截至昨日收盘，
华谊兄弟涨1.12%，报3.62元/股。

与此同时，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对赌的
5年也终于结束了。

2015年，华谊兄弟斥资10.5亿元收购
了冯小刚控制下的东阳美拉70%股权，与
冯小刚绑定。同时，双方签订对赌协议，约
定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东阳美拉需要分
别实现净利润1亿、1.15亿、1.32亿、1.52亿
和1.749亿元（每年增长15%），若无法达成
目标，冯小刚需以现金补足差额。

2016 年和 2017 年，凭借票房 4.83 亿
元的《我不是潘金莲》和票房14.23亿元的

《芳华》，东阳美拉轻松完成了头两年的业
绩承诺。

但2018年，由于没有新作品上映，冯
小刚对赌失败。据华谊兄弟2018年年报，
冯小刚愿赌服输，自掏腰包赔给华谊兄弟
6821万元。

今年4月28日，华谊兄弟发布了2020
年年报。年报显示，东阳美拉仅实现净利
润 552.38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的 1.749 亿
元。根据对赌协议，冯小刚需要赔付业绩
补偿款约1.68亿元。

加上2018年的6821万元，冯小刚给华
谊兄弟共支付了2.3亿元业绩补偿。

王中磊曾公开表示，华谊的一半天下
都是冯小刚打下的。甚至有人算过极端情
况下的对赌协议，即使冯小刚5年来什么
都不做，也还能剩下3.77亿元。

但这笔交易对于双方来讲，似乎都
是令人满意的。冯小刚“净赚”8亿元，而
这8亿和“华谊的一半天下”相比，也还远
远未到。

除了冯小刚本人，其执导的影片也曾用
作“赌注”。

2016年，正是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对赌协
议的第一年，各方对影片《我不是潘金莲》都
寄予厚望，华谊兄弟也铆足了劲儿，为这一
年的1亿元净利润目标冲刺。

不成想万达院线并未给予该片足够的
支持，排片率只有13%，冯小刚大为不满。

赌上加赌，出品方之一耀莱影视文化
（以下简称“耀莱”），与另外两家出品方华谊
兄弟、摩天轮文化又签订了一份保底发行协
议：如票房低于5亿，耀莱将支付2亿票房净
收，票房5亿至8亿元部分净收益由耀莱独
享；票房超出8亿元部分，耀莱将获得票房净
收益的50%。

耀莱为此直接将排片率拉高到90%，据
猫眼数据显示，《我不是潘金莲》最后只拿下
4.8亿元的总票房。这也意味着耀莱最终还
是需要支付2亿票房净收，因此，这一年冯小
刚能完成对赌协议，有着耀莱的功劳。

市场深谙“保底发行”背后的巨额利润，
也将为此承担高额的失败风险，冯小刚与华
谊兄弟的对赌协议，悄悄更换了买单人员。

收购东阳美拉的同一年，华谊兄弟除了
“买进导演”，也在“并购演员”。

2015年10月，华谊兄弟发布公告，拟以
7.56亿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收购东阳浩瀚的
股东艺人或艺人经纪管理人合计持有的目
标公司70%股权，其明星股东包括因综艺

《奔跑吧兄弟》大火的李晨、冯绍峰、杨颖、郑
恺、杜淳、陈赫等。据承诺，东阳浩瀚2015年
度税后净利润不低于9000万元，2016～2019
年公司每年净利润增速不低于15%，承诺的
最终总净利润超过6亿元。

而当时，东阳浩瀚成立仅一天，5年后东
阳浩瀚同冯小刚一样，都未完成对赌协议。

与此同时，影视上市公司高溢价收购壳
公司，为个人IP付费的现象也变得屡见不鲜。

1.68亿到账
华谊兄弟“及时止跌”

赌性“成瘾”的
影视人和影视公司

质押、被强制执行、疯狂亏损
影视一哥输在“买”与“卖”

冯小刚赌输的冯小刚赌输的 亿亿

发布活动现场

《我不是潘金莲》只拿下4.8亿元总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