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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
安北京12月25日通报称，据群众举
报，经缜密侦查，12月23日晚，北京
警方依法对涉嫌存在卖淫嫖娼违法
犯罪活动的多个场所进行查处。从
现场位于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的保
利俱乐部、海淀区板井路的蓝黛俱
乐部、海淀区大钟寺东路的丽海名
媛俱乐部查获涉案嫌疑人数百名。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26日上午，网上突然曝出一份
扫黄落网人员的名单，包括不少知
名网红和著名投资人，但随后被陆
续否认。

3家著名俱乐部
涉案嫌疑人查获数百名

据了解，涉事俱乐部的官网信息
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歌厅、会所服
务，并以“女模特”为卖点，部分网站
上还有年轻女孩搔首弄姿的照片。

在北京保利俱乐部官方网站
上，还特别注明：“北京天上人间之
后，最高端、生意好的只有保利俱乐
部了”。该俱乐部标榜，其消费群体
为“国内外名流企业家至国内影视
明星，到全北京大型财团的CEO”。

蓝黛俱乐部的经营模式则以会
员制为基础，主要为商务娱乐，包括
豪华夜总会、火爆演艺吧、桑拿洗
浴、水疗美体等。被查处俱乐部所在
地世纪金源大饭店为五星级酒店。
蓝黛俱乐部的运营单位为北京蓝黛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丽海名媛俱乐部由北京丽海名
媛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据了解，

“丽海名媛俱乐部”一般称之为“京
仪名媛汇”，该俱乐部曾有“泳装秀”

等表演项目。

保利集团声明
商标遭侵犯 保留追责权

针对北京保利俱乐部因涉嫌存
在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被查处一
事，中国保利集团公司26日在其官
方微信发布声明称，中国保利集团公
司是“保利”的商标持有人，北京保合
利佳文化俱乐部有限公司盗用此驰
名商标以“保利俱乐部”名义向社会
公众进行服务宣传与推介，其行为已
经构成对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在声明中还
表示，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未授权其
他机构使用“保利俱乐部”名号，其
他机构盗用“保利俱乐部”名号所引
发的责任与后果与本单位无关，保
利集团保留追究侵权责任的权利。

回应被抓传言
报电影名 发表情包

一些被指“落网”的网红和企业
高管也纷纷撇清关系。针对网络流
传名单中的“著名天使投资人”为真
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一事，徐小平
26 日上午通过个人实名微博账号
发状态，疑似回应被抓传言。“圣诞
节期间难得有空闲，一口气看了三
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神奇动
物、血战钢锯岭。真是好看。呵呵。”

针对影射著名网红Papi酱的传
言，昨日中午，papi酱发微博否认：“你
们来说说清楚，谁！！是‘某提了名字就
会满大街都知道的女屌丝网红’？！另
外，我住朝阳，谁举报谁呢？？”配图中，
papi酱还用了“拒绝黄赌毒”的表情
包。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北京3家俱乐部涉黄 数百人被查获

被抓名单曝光？网红否认涉黄

涉事俱乐部
标榜“天上人间
之后最高端”

近日，北京警方
依法对涉嫌存在卖淫
嫖娼违法犯罪活动的
多个场所进行查处。
保利俱乐部、蓝黛俱
乐部、丽海名媛俱乐
部共查获涉案嫌疑人
数百名。涉事俱乐部
均为会所性质娱乐场
所，标榜“高端”消费。

其中，丽海名媛
俱乐部曾推出“泳装
秀”等项目，一度被称
为北京小费最高的夜
场；被查处的蓝黛俱
乐部内有 2000 余平
方米的表演广场，在
全国多地有连锁；保
利俱乐部则标榜“北
京天上人间之后最高
端”，且消费群体有大
型财团CEO。

招聘电话仍可打通
对方称能陪客过夜

1保利俱乐部保利俱乐部

前天，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二环
附近的保利大厦，保利俱乐部就位于
大楼的三层。通往俱乐部的大门已经
上锁，上面贴着写有“俱乐部因故暂停
营业”的通知。记者注意到，大厦的楼
层指示牌上没有标注保利俱乐部。

保利大厦停车场一名保洁员称，
12月23日晚8时许，突然来了好几辆
警车，随后整个停车场被封闭，连保利
剧院的大门也被锁上了。不久，该保洁
员看到警方从保利俱乐部内带走约

60人，“有男有女，一些服务员和保安
也被带走了。”

保利俱乐部官网上有大量模特招
聘信息，记者以应聘为名拨打上面的
电话，接听的是一名自称姓刘的男士。
他表示自己是保利俱乐部负责招聘
的。记者询问是否可以出台陪客人过
夜时，该男子说可以，过夜的费用为
6000元至8000元不等。他随后要求加
记者微信，让记者发照片或视频，他来
判断形象是否合适。

前天下午，记者在海淀区大钟寺
东路9号京仪大酒店地下一层看到，入
口有“停业整顿”通知。据附近单位的
工作人员称，12月23日晚上8时许来
了几辆警车，将俱乐部大门封锁，随后
从俱乐部内带走了数十人。前天下午3

时左右，几名俱乐部的服务员回来拿
东西，看到大门被封后就转身离去。

该俱乐部官网介绍称，其有豪华包
间49间，其中多个包间的面积在200平
方米以上。记者拨打丽海名媛的四个招
聘电话均无人接听或关机。

前天下午，位于海淀区板井路世纪
金源大饭店地下二层的蓝黛俱乐部大门
紧闭，并已贴上了封条。两名保洁员告
诉记者，12 月 23 日晚民警突查俱乐
部，从里面带走了三四百人，其中有一
百多名年轻女子。

“模特会陪着顾客唱歌跳舞，穿的
就是一些跳舞的短裙，但没看到过嫖
娼活动。”保洁人员说。世纪金源大饭

店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平时蓝黛俱
乐部安保十分严格，需要安检才能进
入，一般晚上9点以后顾客会比较多。

记者在网上查询到，北京蓝黛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拥有正式经营场所
六处。经营项目涉及豪华夜总会、前卫
迪厅、风格酒吧、火爆演艺吧、量贩式
KTV、康体健身、桑拿洗浴、美容美发、
水疗美体等。 （新京报、法制晚报）

实地实地
探访探访

门口贴“停业整顿”
服务员回来拿东西

2丽海名媛丽海名媛

据称带走三四百人
平时进入要过安检

3蓝黛俱乐部蓝黛俱乐部

浙江两家奢侈品护理店的故事拍成视频 名声大噪

2000年左右，还在修鞋
的邓卫星和黄素云发现，不断
有老客户找上门，问他们能不
能对奢侈品箱包进行护理。

“这一行肯定有前途。”
当时，杭州等全国大多数城
市，少有奢侈品护理店铺。邓
卫星认为，这是高档品牌售
后留下的一个空白，也是他
们的巨大商机。

“艺行小师傅”每年的营
业额在百万以上，他们现在
还有4个帮工。

“屏风小师傅”、“艺行小师
傅”两家皮具护理店，分别隐藏在
杭州市屏风街、武林路的老旧楼
房下。

这两家店铺以护理、维修奢
侈品箱包、鞋，在浙江小有名气。
近日，他们的故事被拍成视频传
播，再次引起全国关注。

23日，“屏风小师傅”店主舒
国忠、黄素花夫妇正在接待客人。
当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店内
呆了3个多小时，10余位客人前
来，多是给奢侈品牌包、鞋做清
洗、护理，为名牌鞋粘底等。黄素
花说，他们每年每家店要护理一
两千个包，为近2000双奢侈品牌
的鞋加底。

而“小师傅”们从事的，正是
奢侈品大牌留下的护理盲区。

成都商报记者在杭州等地走
访了10多个品牌的奢侈品门店，
多数销售人员建议顾客自行对奢
侈品包进行护理，以及对牛皮鞋
底加底，但仅有一个品牌提供付
费的护理业务，需要约3000元。

黄素花说，他们看准的，就是
奢侈品名牌留下的这一空档。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杭州报道

虽然天天接触奢侈
品，但他们说，自己只是
做小本生意的手艺人。

黄素云说，10 几年来，经他的手护理
的名牌包也有上万个，但她却没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名牌包，她认为“太贵
了，天天看都看腻了”。黄素花则利用
商场里的熟人，通过“内部价”买了两
个，过年回老家才有机会用。

回到老家，黄素花告诉老乡说自己
护理的包一个都几万块，常有村民们笑
话她：“吹什么牛，哪有那么贵的包。”

目前，邓卫星与表弟因为“小师
傅”这一品牌，陷入抢注纠纷。邓卫星
说，前年，“小师傅”被同干这一行的表
弟抢注，他不得不拆下招牌，注册了

“革室皮具护理有限公司”，品牌换成
了“艺行小师傅”。舒国忠、黄素花的店
也更名为“屏风小师傅”。

邓卫星说，不管打什么牌子，干手
艺活，客户认的还是手艺。20年前，他们
拉着小行李箱，带着两三百元就到杭州
打工，现在，靠这门手艺，他们不仅买了
房子，还养大了子女，他们对此很满意。

修鞋修出新高度

变了

小本生意手艺人

不变

正是看准了这个市
场，2000年，邓卫星、黄
素云夫妇就将重点转向

鞋和包的护理。“艺行小师傅”的总店
店面也不过10多平方米，在一个老旧
小区的菜市场门口，经常有人开豪车
专程前往。“艺行小师傅”每年的营业
额在百万以上，他们现在还有 4 个帮
工。2007 年，黄素花、舒国忠的“屏风
小师傅”也开门营业。

奢侈品包进行基础护理的价格在
三四百元，根据面料、品牌的不同会有
差别。除了奢侈品包的护理，一些奢侈
品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他们主要的
业务范围。

据黄素花介绍，奢侈品包中，漆皮
的包虽然好看，但部分漆皮的包和不同
颜色的深色包放一起，时间长了就容易
串色，染上其他的颜色。这就需要进行
清洗，如果清洗不了，还要进行染色。

黄素花拿出一款深红色和一款黑

色的包，她说，这都是客户的白色包在
使用过程中被染色后，要求更换的颜
色。染色的价格在千元以上。

而某品牌包惯用的镀金的金属链
流苏，时间长了流苏则会掉色。经常有
客户要求给这些流苏镀金。而一个小
小的流苏，重新镀金，则需要七八百
元。一位客人说，即使这样，也比重新
购买要便宜。

而棱角分明的包，时间长了，4个
角也容易破损。工匠们需要将包从内
部拆开，然后重新包边，每一个角的维
修费用也在150元左右。

不少顾客会将新买的鞋重新粘一
层鞋底，而把鞋交给路边普通的修鞋
匠，他们又不放心。小师傅的这一生意
便红火起来，成都商报记者看到，有顾
客一次拿3双鞋，进行粘底，进口的鞋
底最便宜也要300元一双。

黄素花说，每年顾客拿来要求粘
底的新鞋就有一两千双。

看准了市场，邓卫星、黄
素云、舒国忠、黄素花先后外
出培训，每人的学费、食宿花
费大概在5万左右。

虽然天天接触奢侈品，
但他们说，自己只是做小本
生意的手艺人。

回到老家，黄素花告诉老
乡说自己护理的包一个都几
万块，常有村民们笑话她：“吹
什么牛，哪有那么贵的包。”

商机 高档品牌售后留空白
“这一行肯定有前途”

10 多年前，黄素花
还是老家浙江建德市农村的一位导
游，舒国忠是泥瓦匠。受在杭州的姐
姐黄素云、姐夫邓卫星的影响，两人
才辞职前往杭州打拼。黄素云、邓卫
星便是“艺行小师傅”的店主。

1996 年，在老家当修鞋匠的邓
卫星前往杭州，加入了一家名为“小
师傅”的修鞋连锁店。24 日，在邓卫
星的“艺行小师傅”店内，仍摆放着一
台手摇的老式修鞋机。之前，他在老
家就靠这台机器摆地摊为生。

当时，“小师傅”的创始人是一位
大学毕业生，他把街头的工匠组成了
一家公司，把手摇的修鞋机换成了在
福建购买的3万多元的高级设备，从
事维修高档鞋的业务。后来，创始人
转入其他行业，邓卫星接过门店，在

“小师傅”的招牌下做着手艺活。
这就是现在武林路“艺行小师

傅”总店的前身，不过10多平方米的
面积，却摆满了进行护理的奢侈品箱
包和皮鞋。

2000 年左右，还在修鞋的邓卫
星和黄素云发现，不断有老客户找上
门，问他们能不能对奢侈品箱包进行
护理。他们到商场找到这些品牌的销
售人员打听才发现，原来大部分高端

品牌并没有免费的护理、保养业务，
维修价格也很高。

“这一行肯定有前途。”当时，杭
州等全国大多数城市，少有奢侈品护
理店铺。邓卫星认为，这是高档品牌
售后留下的一个空白，也是他们的巨
大商机。

于是，两人下定决心，辗转广州、上
海等地，花费数万元学费，找学校培训。

12 月 22 日，成都商报记者前往
杭州大厦等多地的奢侈品店，以消费
者名义询问箱包的护理、清洗业务。

10 余个奢侈品牌中，仅有爱马
仕提供售后护理服务，但需要自费。
一款 10 余万元的包，护理一次约花
费3000元。服务人员介绍，由于包价
值贵重，销售门店只能负责售前，售
后需要送到上海由专门的工匠才能
进行保养，但工匠已经回法国过圣诞
假期，因此取包的时间并不确定。

而在CHANEL香奈儿、PRADA
普拉达、GUCCI 古驰、Dior 迪奥、
Burberry博柏利等品牌店，服务人员
说，他们只有保修的服务，并没有护理
服务，即使付费也不提供这一服务。如
果客人觉得脏了，最好去清洗下，但由
客人自己决定。有销售人员说，护理并
不属于售后，因此他们不提供。

业务要求粘底的新鞋 每年有一两千双

“艺行小师傅”唯一
的分店位于杭州大厦的
负一层。由于修鞋时积

攒了人气，在拓展其他业务时，几乎是
被客户和品牌店催着开了起来，而客
人和品牌店也急需这样的服务。

看准了市场，邓卫星、黄素云、舒
国忠、黄素花先后外出培训，每人的学
费、食宿花费大概在5万左右。

2000 年，邓卫星、黄素云率先在
杭州小师傅店内开拓了这一业务。以
前，只有修鞋，每天的营业额最多1千
元，而有了包包的护理业务后，每年每
个店的营业额在百万左右。

“这么贵的包和鞋子，压力很大。”
46岁的黄素花直言，遇到少见的奢侈
品牌和款式，他们会在隐蔽的地方先
尝试，有把握了再进行护理。

为了给一双鞋子补颜色，舒国忠
反复调试。他需要将2到5种颜色以不
同比例混合在一起，1 个多小时才把
颜色调好，而颜色复杂的鞋子，他甚至
需要一两天调色。颜色调好后，他还要
一点点为鞋子上色。而仅护理一双鞋

也需要1个小时，根据材料不同，收费
在50元到80元。

54 岁的邓卫星和 49 岁的舒国忠
的手上，都布满老伤，他们主要负责给
鞋子加底、上色，而那些动辄成千上万
的鞋子，鞋面却很“娇贵”，有的是抛
光，有的是绒面。在用飞速转动的机器
磨底时，他们需要用手挡住鞋面，防止
机器“误伤”鞋面。

手上的老伤便由此而来。邓卫星
颇有些自豪地展示着修鞋20年来，手
上留下的伤痕。而经他们手磨出来的
鞋底，几乎可以和鞋子融为一体，看不
出加工的痕迹。

“我们靠手艺吃饭，就是靠耐心和
仔细，不指望能发财。”黄素花笑着说。

“艺行小师傅”两家店、“屏风小师
傅”一家店，每家店每年要护理一两千
个包，近两千双皮鞋。

近几年，也有全国多地的学徒找
上门求学，他们会收一些学费进行培
训。他们没有开加盟店的打算，“这是
个手艺活，技术看得到，盲目扩张会砸
了牌子”，邓卫星说。

手艺鞋面很“娇贵”手上布满老伤

态度干手艺活，客户认的还是手艺

奢侈品留下空白
修鞋匠妙手补缺

为上万元一双的奢侈品鞋粘
底20年，邓卫星满手老伤

邓卫星，黄素云夫妇每天在小工作台上为奢侈品做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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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

保利俱乐部大门紧闭

蓝黛俱乐部门口贴有“停业整顿”的公告

丽海名媛俱乐部门口被贴上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