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月21日，针对网传顾家家居沈阳经
销商跑路的消息，顾家家居（603816.SH）回
应红星资本局称，并非网传沈阳经销商全部
跑路，门店全部关闭，只有一个经销商出现问
题，目前公司正在垫资解决。

■ 顾家家居统计工作人员向红星资本局
透露，“从前天到现在3天时间，我们在现场受理
的消费者已经有700多户了，初步估算欠消费
者货款1000万左右。”此外，涉事经销商拖欠顾
家家居公司的款项金额也高达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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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沈阳经销商被传“跑路”
欠资或超2000万元

公司称正在垫资解决，已委托律师起诉

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官网
近日发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内
容显示：恒瑞医药（600276.SH）
前董事长周云曙因内幕交易被
罚没95万元。9月21日，恒瑞医药
方面回应红星资本局称，“此事
为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该行政处罚决定指出，
2020年2月，司太立（603520．
SH）总裁胡某与恒瑞医药副总
经理沈某平联系，提及司太立
的碘海醇注射液和碘帕醇注射
液近期将获得药监局批号，司
太立没有销售团队，沈某平表
示可以通过恒瑞医药帮助司太
立销售国内试剂。

沈某平向周云曙汇报由恒
瑞医药独家代理司太立即将获
批的碘海醇注射液和碘帕醇注
射液，周云曙授权沈某平持续
跟进。

2020年4月27日，沈某平与
周云曙电话沟通合同条款，周
云曙认为合同问题不大，尽快
往前推进。同年5月11日，司太
立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太立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司
太立”）与恒瑞医药签署《江苏
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
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之合作
协议》，其后双方均进行了相关
公告。

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认
为，司太立及上海司太立于
2020年5月11日与恒瑞医药签署

《合作协议》属于内幕信息。该内
幕信息的形成不晚于2020年4月
21日，公开于2020年5月13日。

而在2020年4月29日至5月
11日期间，“刘某”账户单一买
入4.55万股“司太立”，合计成
功买入约295.67万元。2020年5
月13日，“刘某”账户将持有的
4.55万股“司太立”全部卖出，
成交金额约342.94万元，获利
约4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刘某为恒
瑞医药财务部保险理财分部员
工，与周云曙是同学关系。刘某
入职恒瑞医药由周云曙办理，
两人私人关系密切。

经查明，“刘某”账户内幕
信息敏感期间交易“司太立”的
资金全部来自周云曙、赵某人
夫妻，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
5月8日，共转账存入“刘某”三
方存管同名银行账户325万
元，全部转入“刘某”证券账
户。2020年5月18日，“刘某”证
券账户银证转账转出370万
元，2020年5月18日至21日期
间，“刘某”三方存管银行账户
划转至周云曙、赵某人夫妻合
计250万元，剩余资金存储在

“刘某”三方存管银行账户。
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证

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决定没收周
云曙违法所得45万余元，并处以
50万元罚款，罚没合计95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罚没95万元！
恒瑞医药前董事长内幕交易细节曝光

对于鲜花合伙人的要
求，盒马在招募海报中表示
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不限性
别，只需要有相关经验。填写
报名表单时，需要说明鲜花
行业相关经历和年限、鲜花
经营中擅长技能。

据悉，盒马已在国内20
余个城市开设了近300个盒
马花园。盒马相关负责人告
诉红星资本局，卖花看似美
好，也是一个需要经验、有
门槛的职业，所以懂鲜花养
护、花店运营、有相关从业
经验，是合伙人的必要选项。

盒马该项目负责人宸
熙举例，经营过小花店的夫
妻，可以一起来盒马上班。他
解释，盒马内部一直在探索
鲜花经营提效的方法，同时
在外部，有些花店的经营人
员因为疫情等原因，经营难
度加大，他们都具有鲜花养
护的经验和手艺，也知道如

何运营一家花店，盒马希望
为鲜花从业者提供形式灵
活、报酬可观的就业岗位。

艾瑞网数据显示，2021
年，鲜花电商市场规模已达
到 89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6.3亿元。盒马预计，2022
年其鲜花销售额会比上一
年增长80%。而增长来自盒
马从2021年开始在全国范
围布局鲜花产业，采用产地
仓直发、干线运输、销地仓
加工、末端配送的供应链。

据了解，2022年5月，盒
马在山东菏泽的百艺芍药
基地成立“鲜花盒马村”，制
定鲜花大小、长短、开放度、
渐变花色程度、采后处理的
标准。在云南，盒马与鲜花
基地签订直采合作协议，还
和昆明斗南花拍中心合作，
在昆明建立自有的鲜花产
地仓，负责鲜花进货、筛选
加工、分包、发货等。

“我是今年5月份在沈
阳皇姑居然之家买的顾家的
沙发，近一万块钱，说的是8
月初交货，但至今都没有交
货。”沈阳市民陈女士对红星
资本局说，近日她收到消息，
顾家家居沈阳经销商有可能
跑路了，沈阳的消费者们正
在组织维权。

9月21日，红星资本局就
此联系到顾家家居，对方表
示，网上传闻有不实信息，涉
事经销商周丹丹没有“跑
路”，人还在沈阳，沈阳门店
也没有大面积关门，“我们在
沈阳有3个经销商，十几家门
店。现在只有一个经销商出
现问题，她旗下的门店确实
关门了，但其他两位经销商
的门店都在正常营业。”

随后，顾家家居方面向
红星资本局出示了一封消
费者告知书，称消费者可凭
产品订货单、付款凭证等向
周丹丹购买产品的相关资
料，与公司联系，经确认后
公司会予以相应处理。

《告知书》显示，顾家家
居（宁波）有限公司沈阳市
经销商周丹丹，因存在未履
行经销合同约定义务，收取
消费者货款不向本司下单，
不向消费者履行产品交付
义务等行为，严重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及本司的品牌
声誉。“为维护消费者和本
司的合法权益，本司已于
2022年9月13日取消周丹丹
顾家家居品牌产品的经销
权。”

顾家家居方面表示，告
知书详细罗列了经销商周
丹丹旗下的门店名称，除此
之外，沈阳其余顾家家居门
店都在正常经营。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涉
事门店涉及红星美凯龙、居
然之家、领秀家居等多个商
场，共8家门店，主要是“顾
家工艺和顾家睡眠中心”系
列，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称，
也就是以前的皮系列，包括
皮沙发、皮床等。

昨天的A股整体是一个探
底回升的走势，但仍然比较弱
势，市场连续缩量，再这样下去
的话，两市成交金额可能要跌
破6000亿。

综合昨天的盘面，达哥觉
得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上证指数有横向发展
的趋势，警惕追涨。上周末，达哥
对于市场的观点是本周初大概率
会出现企稳反弹，但从目前的指
数来看，连续3根K线横在一起，是
一种横向震荡的走势，这种结构
没有太多要说的，就是比较弱的，
留给指数的时间不多了，再不反
弹，很可能会继续下探。

不过比较好的是，大盘如
果继续创出新低，大概率会出
现短期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反
弹的时间和空间也会稍长一
些，所以买点大概率出现在新

低以后。如果大盘继续拉升，就
不要追涨了。

其次，市场连续缩量，并不
适合做波段，要以快进快出为
主。沪深两市连续五个交易日
缩量，这种行情是不好做的，持
续性有问题，波段的持股体验
很差。但市场短期出现企稳反
弹，也会存在结构性机会，是否
需要操作，因人而异。

至于即将到来的美联储议
息会议，市场预期大概率加息
75个基点，这肯定是对市场有
影响的，但不管怎么说，市场短
期担忧的事情将会少一件；此
外，还有市场比较担忧的俄乌
局势，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问
题。一切以走势结构为主，看
图、看趋势、识别市场情绪，以
交易规则为主，反而简单轻松。

（张道达）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布
了2022年上半年保险公司销售
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
保险公司在保险中介监管信息
系 统 执 业 登 记 的 销 售 人 员
570.7万人。其中，94家人身险
公司执业登记销售人员401.4
万人、占比70.3%；90家财产险
公司执业登记销售人员169.3
万人、占比29.7%。

红星资本局从中国银保监
会公布数据中获悉，2019年全
国保险销售人员为973万人，截
至2022年6月30日，保险销售人

员已经减少400余万人。
对比公开数据发现，近年

来女性销售人员占比更大。
2021年，女性有434.7万人、占
比67.7%；2022年上半年，女性
销售人员降至384.6万人、占比
67.4%

从学历来看，2021年公开
数据显示，高中学历人员302.8
万人，占比47.1%；大专及以上
学 历 人 员 246.5 万 人 ，占 比
38.5%；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
92.6万人，占比14.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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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靴子”即将落地，
投资机会在哪里？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
么？为什么经销商突然无法

交货？涉事货款金额又有多
少呢？

9月21日，顾家家居方面对
红星资本局表示，正常情况下，

消费者在经销商门店处下单交
钱后，经销商会向公司总部的对

应产品下单，再由总部进行产品的
生产和发货，完成履约。“但是周丹

丹在收了消费者钱后，没有向总部
下单，就没有办法向消费者交付产

品。对消费者来说，就确实存在合同违
约责任。”

顾家方面并未透露具体的涉事金
额，称还在统计中。但红星资本局联系到

处理沈阳统计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对
方称，“从前天到现在3天时间，我们在现

场受理的消费者已经有700多户了，初步估
算欠消费者货款1000万左右。现在就是我们

厂家（顾家家居）出面处理顾客欠货的问题，
由厂家先垫资重新生产发货。”

“她不仅拿了消费者的钱不发货，她还欠
我们公司的钱，她也不给她的员工发工资，也
不给所在的商场付租金。”上述统计工作人员
称，周丹丹拖欠顾家家居公司的款项金额也高
达千万元。

顾家家居方面表示，具体金额以登记统
筹后的数据为准。

顾家家居方面向红星资本局确认了周丹
丹拖欠公司钱款的说法，称顾家家居对所有
的经销商都有授信服务，“比方说有的时候经
销商短期内遇到一些资金周转问题，我们可
以在经销商不付钱的情况下，先给他下订单
生产货品，有这样一个内部支持机制。”

“但现在已经和周丹丹解除经销关系了，
也不存在授信了。”顾家家居方面表示，已经
联系律师将对周丹丹提起民事诉讼，“现在我
们品牌方先垫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后续这
部分转嫁在我们品牌方的责任，我们也会一
起向周丹丹追责。”

顾家家居方面分析称，“我们在和经销商
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她个人确实存在一些经
营问题，应该是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的结果，据
我们了解，她还代理了一些其他品牌。”

顾家家居方面不愿提供涉事经销商的联
系方式。截至发稿，红星资本局暂未联系到涉
事经销商周丹丹。

公开资料显示，顾家家
居创立于1982年，于2016年
上市，目前拥有6000多家品
牌专卖店，公司境内销售主
要采取“直营+特许经销”
的销售模式，并辅以电子商
务、厂家直销等其他销售方
式；境外销售主要以ODM
业务模式为主。

就沈阳经销商一事，9
月21日，红星资本局以投资
者身份致电顾家家居证代
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经
销商是自负盈亏，属于公司
体外，目前暂时看不出业绩
影响，可以关注后续公告。

业绩方面，顾家家居今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90.16亿
元，同比增12.4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1亿元，同比增15.32%。

值得一提的是，顾家家
居在今年半年报中提示，特
许经营模式是公司最主要
的内销销售模式之一，经销
收入占比较高。公司与特许
经销商签订的合同中约定
了经销商的权利和义务，也
对门店的形象、设计、广告、
店员、价格等多方面进行统
一管理、监督与培训。但若
个别经销商出现未按照协
议规定，可能对公司形象造
成影响。

截至9月21日收盘，顾
家 家 居 报 39.5 元/股 ，
跌7.32%，总市值324.65亿
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谢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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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收入占比高
顾家家居

昨日股价跌7%

最高月薪5万，盒马全国招合伙人卖花

鲜花合伙人 香吗？
合伙人需具备个体工商户资质

律师认为合伙模式
可规避劳动关系

盒马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
合伙人需以独立的工商个体加入盒马，
有别于普通的劳务关系。合伙人最高5
万元的月薪，包括“保底收入+销售提
成+各类奖励”，其中保底收入根据不
同的城市有一定差异。合伙人管理盒马
花园过程中如果能有效降低损耗、拓展
新业务等，即可获得相应的奖励，多劳
多得。

北京春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庞九林
告诉红星资本局，“独立工商个体”包括
公司、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并非个人身
份。其与普通劳务关系的主要区别，在
于无需缴纳社保福利等责任。庞律师认
为，独立工商个体并非以员工身份加
入，所以盒马无需承担雇主对员工的相
关责任，而是基于双方约定任务的完成
情况来支付酬劳。

太琨律创始合伙人朱界平律师向
红星资本局表示，“独立工商个体”不属
于标准意义上的法律称谓，从其法律后
果来看，该称谓可能对应的是“个体工
商户”。综合分析来看，盒马希望通过对
法律关系的改变，规避劳动关系，以此
降低用人成本和面临的劳动法律风险。

不过，一位生鲜行业从业者告诉红
星资本局，所谓“合伙”是线下商超企业
常见的激励机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程璐洋

在长沙和郑州试水后，盒马鲜生用月薪最高5万元，在全国招合伙人来卖花。
9月15日，盒马情报局微信公众号发布鲜花合伙人招募计划，面向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等19个城市，

计划招募超过60名合伙人，共同经营盒马门店的鲜花业务。
招募海报表明，合伙人可以把盒马花园当作自己的花店，但不用付租金，无需加盟费、水电费，也

不用操心进货、补货，背靠盒马已有的供应链、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售渠道，做好门店端的经营即可。
不过，有律师分析称，盒马采取的合伙人模式旨在规避劳动关系，降低法律风险。

盒马月薪5万招人
去年开始布局鲜花产业

保险销售人员两年半减少400万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
第2022109期全国开奖结
果：07 13 14 15 19 20
23，特别号码：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国联销“3D”第2022254
期开奖结果：356。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2254期开奖结果：735，直
选：23759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80463注，每注奖
金173元。（43831187.07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2254期开奖结果：73517，
一等奖96注，每注奖金10万
元。（393022639.80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109期

全国销售274478389元。开
奖号码：05 09 24 29 35
05+12，一等奖13注，单注奖
金5529833元，追加9注，单注
奖金4423866元。二等奖108
注，单注奖金89188元，追加
30注，单注奖金71350元。三
等奖174注，单注奖金10000
元。726986669.25元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年11月21日)

体彩

兑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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