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公司登报挂失两枚重要印章
财务总监：印章由我保管着，我仍在正常履职
中超公司高层：过几天会就此事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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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电影进影院信息

2月15日、19日，以下影院将放映
《大脚印》：太平洋影城春熙店（157 括
号内数字为放映座位数，下同）、王府
井店（163）、川师店（70）、新城市店
（141）、金沙店（120）、沙湾店（114）、金
色海蓉店（131）、武侯店（75）、紫荆店
（129）、蜀西店（89），万达影城锦华店
（122）、金牛店（122）、成华店（151），成
都新时代蜀都花园店（126），峨影1958
电影城（256），和平电影院（194），东方
世纪影城（216），星美学府影城（87），
星美国际影城大悦城店（108）、戛纳店
（88），339电影城（新时代高塔）（136），
影立方773IMAX影城（118），保利国
际影城奥克斯店（73）

巴萨球迷
遭50名蒙面暴徒袭击

据埃菲社昨日报道，数名巴塞罗
那球迷在门迪索罗察球场外遭到50名
蒙面暴徒的袭击，一名球迷头部重伤，
被送往医院急救。

巴塞罗那本轮客场对阵阿拉维
斯，不少巴萨球迷也随队来到维多利
亚。当地时间14时30分，在距离门迪索
罗察球场仅1公里的阿拉瓦大学的一
家酒吧外，20名巴萨球迷正在酒吧的
露台上喝酒，大约50名手持金属棒和
棒球棒的蒙面歹徒突然冲入酒吧。10
多个黑衣人将一名落单巴萨球迷殴打
到街边，另一批行凶者拿起坐椅围攻
餐厅内巴萨球迷。

目前，一名受伤最严重的巴萨球
迷住进圣地亚哥医院，身体多处淤青，
内脏出血，脑部遭钝器重击，幸已脱离
生命危险。巴萨官方随后发表声明：俱
乐部坚定不移地抵制任何形式的暴
力，相信有关责任方能尽快彻查事件
动机与始末。当晚进行的比赛中，巴萨
大将比达尔被阿拉维斯队员铲伤脚
踝，预计将缺阵5个月。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2月12日晚，由成都市文广新局、
武侯区政府主办，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武侯区文体旅游局执行的“2017武侯
祠成都大庙会”圆满收官。以文化惠民
为主旨，以三国文化为特色，本届大庙
会通过游喜神方传统活动、汇集了13
组大型灯组和上万盏彩灯的主题灯
展、近300场文艺演出、酷炫的科技
VR、美味小吃、文创集市及文化展览
等精彩活动全面展示传统文化，营造
浓浓年味。据悉，自1月23日晚开庙以
来，历时近21天，2017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共接待观众120万人次。

集中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四场高品
质专题展览，让今年的成都大庙会在
热闹中透出知性与精致。“丝路幻彩
——洛阳博物馆藏唐三彩精品展”、

“三和老爷车展”、“明园雅集丁酉新春
当代中国画邀请展”以及“成都武侯祠
博物馆第24届海棠迎春展”，各具特
色、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前来参观的
百姓。观众们认真地品味着文物的精
巧细节和书画的线条色彩，在老爷车、
海棠盆景前愉快留影，纷纷表示，今年
的庙会，很特别，有逛头！ （谢礼恒）

成都妹儿演反派
被骂上了热搜

由杨幂、赵又廷主演的电视
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东方卫
视已播出了三分之一，尽管豆瓣
评分仅有5.7分，但并不妨碍这部
拥有广泛书迷的电视剧的收视和
关注。近日，“素锦太坏了”又成为
网络热议的话题，甚至连续登上
微博热搜第一。

剧中，素锦出场时是温婉纯良
的小公主，但因为深爱的夜华（赵又
廷饰）与凡人素素（杨幂饰）私定终
身，积攒已久的妒火终于爆发，从纯
良小公主变身为心机天妃。先是借
天帝之手抓已有身孕的素素入天
宫，而后又编造“青梅竹马”的往事
让素素对夜华起了疑心，心思之缜
密令很多网友咋舌。而在刚刚播出
的剧集中，深爱着夜华的素锦因妒
生恨，又挖去了素素的眼睛。也正是
这些所作所为，让入戏太深的观众
们纷纷在网上泄愤，将素锦骂上了
微博热搜。

剧中，饰演素锦的黄梦莹是
土生土长的成都妹子，在美女如
云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就是校
花级人物，早在其读书时，就被杨

幂 慧 眼 识 中 签 约 为 工 作 室 的 艺
人，“迪丽热巴的颜、李溪芮的腿、
黄梦莹的身材”被认为是杨幂的
嘉行传媒的三件宝。黄梦莹曾出演
了《盛夏晚晴天》、《警花与警犬》
等作品，一直不温不火，但让她也
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出演反面人

物居然红了。

担心观众入戏太深
出门怕被鸡蛋砸

首次出演反面角色，简单粗暴
地被骂成热搜，对于这名只有27岁
的年轻演员来说“特别恐慌、特别
害怕”，黄梦莹甚至笑言，“我特别
担心观众入戏太深，把我当作容嬷
嬷第二，我已经准备好了雨伞跟头
盔，出门怕被鸡蛋砸”。从一开始被
网友骂的惶恐到网友对其演技的
认可，黄梦莹表示，感谢网友的支
持，那些暖心的留言和力挺让她非
常感动，也证明了自己的演出是成
功的。

“大家放心，我真的不是素锦，
我就是迷迷糊糊的黄梦莹。”黄梦莹
说，，“大家是入戏太深了，生活中的
我和素锦差距非常大，我比较迷糊，
有时也很幽默。并且，在对待爱情方
面，如果遇到了喜欢的人，会主动追
求，但绝对不会像素锦那样对夜华
死缠烂打。”

而之后，黄梦莹也将出现在《特
工皇妃》和《醉玲珑》这两部剧中，饰
演的都是正面角色，希望可以让观
众看到不一样的她。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报道

“百部看四川”最新一批作品在
元宵节热闹上线，《点燃春晚最惊艳
的“一把火”》、《新年贺岁 盼达回家

过年》等4部作品，题材从高大上的央
视春晚分会场到四川街头随处可见
的“串串”。其中，关注2017央视春晚
凉山分会场的《点燃春晚最惊艳的

“一把火”》在上线不到两天的时间仅
腾讯视频点击率就突破100万，可谓
四川的“一把火”，从除夕烧到现在！

大年过去了，也意味着春节的结
束，不过，对于四川人来说，鸡年央视
春晚有太多的四川记忆。而凉山分会
场，也用“一把火”惊艳全国，引起巨

大反响，社会各界纷纷点赞，称赞春
晚凉山分会场创意独特、壮美大气、
震撼人心。本次“百部看四川”的《点
燃春晚最惊艳的“一把火”》，从春晚
凉山分会场女主持人阿侯尔里的角
度，讲诉了凉山分会场背后鲜为人知
的故事，为春晚当天没有看过瘾的观
众，展现一个更加丰富的春晚凉山分
会场。热情好客的四川人民，欢迎世
界各地的朋友到四川感受独具魅力
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感受四川人

火一样的热情。而其他三部上线作
品，盼达回家过年、麻辣鲜香的串串、
制作中国结的永商镇……都展示了
四川过年的特色，让人眼前一亮的同
时又有过节的温暖。

目前，“百部看四川”在腾讯视
频开设V+频道，在今日头条、乐视、
爱奇艺、优酷、搜狐、PPTV、暴风影
音等各大门户视频网站开辟专区，
并开通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每个
月都将推出一批新作。这些已上线

的作品，还将在全省的户外大屏、地
铁、机场等公共场所滚动播出。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
关注百部看四川

素锦太坏了
成都女孩被骂成热搜爆款

近日，杨幂、赵又廷主演的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正在东方
卫视热播，剧中的大反派之一天妃素锦因为“坏得痛彻心扉”而火了，
出生于成都的年轻演员黄梦莹无论是眼神动作、一颦一笑一回眸，都
让素锦这个角色迅速成为观众和网友的热议对象。在刚刚播出的剧集
中，素锦因爱生恨，将素素的眼睛挖去，也让“素锦”、“素锦太坏了”连
连盘踞热搜榜。

昨日，回到家乡宣传《三生三世》的黄梦莹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
访。突然被骂红，黄梦莹觉得有些惶恐，甚至笑言“出门会被鸡蛋砸”。
不过，黄梦莹也表示，作为一个演员能因为一个角色而受到关注，正是
对自己演技的肯定，“素锦这个角色引起全民公愤，我也觉得她很坏。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被骂上了热搜，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种肯
定。有很多理智的网友也在安慰我不要难过，说他们会分得清素锦和
梦莹的区别，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春晚四川分会场 一把火从除夕烧到现在

体验成都味 欢度文化年
120万人次乐逛“2017武侯祠成
都大庙会”

成都商报VS苏小春
“现在每月的工资
比其他同事少很多”

成都商报：这次为什么不愿意交出
中超公司的两枚印章？

苏小春：中超公司建立以来，我一
直是由中国足协委派的监事，由中超公
司董事会聘任的财务总监。中超公司这
次在武汉召开董事会议，没有通知我参
加的情况下免除我的两个职务，要求我
交出印章。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
是需要我这个监事列席和在决议书上
签字的，所以认为这个会议形成的所谓
决议是不合法的，我不予承认。

成都商报：你和中国足协的仲裁、
官司发生后，中超公司的财务往来业务
有没有因此无法正常进行？

苏小春：我从来没有影响过中超公
司的正常经营，只要合规合法的，我都
会通过审核并盖章执行。

成都商报：和足协对簿公堂后，有
没有什么影响？

苏小春：按照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的裁决和法院的判决，中国足协
将继续履行与我签订的合同。但足协变
更了财务审核人后，我过去审核和签字
这两件事情就没法干了，但中超公司的
审核权还在。在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
后，从去年8月开始足协其他同事都签
订新合同，执行新合同的待遇。但足协
始终没有和我、付玉培等人签新的劳动
合同，我们还是拿着以前和足管中心签
订的事业单位合同的待遇，每月的工资
比其他同事少很多。春节足协其他同事
都拿到了年终奖，我们几个也没有。

成都商报：回到两枚印章的问题，
接下来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苏小春：我在足协工作这么多年，
作为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坚持谨慎性原
则，财务这块不能出事。如果我随便把
章交出去，出了事情我是要负责任的。
只要中超公司经营中合法合规的，我一
定配合审核、盖章，如果我不执行，那可
以对我进行问责。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苏小春虽又回到中国足协工作，但处于一
个很尴尬的境地——无事可干。他向成都商报
记者表示：“中国足协此前发了一个通知给财务
中心，告知足管中心的财务审核人由苏小春变
更为另一人。我当时就给足协领导写了几个问
题形成文件，为什么要变更？变更之后我的工作
有什么变化？我还是不是足协的财务主管？将来
对我的考核是以什么内容为标准？但没有得到
任何回复。”

据苏小春透露，中超公司为了收回两枚印章
和他交涉过几次，都被他拒绝，而分管中超公司
的中国足协专职执委于洪臣和中超公司董事长

马成全都没来找过他，事情被搁置了下来。没想
到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中超公司挂失两枚
印章的启事，“周五下班的路上，我接到警方来核
实这件事情的电话，据说是有人举报了，我向警
方说明两枚印章都在我这里，并没有遗失。”

记者昨日致电中超公司总经理陈永亮，向他
核实两枚印章是否并未丢失，而是在苏小春手
中？陈永亮未否认，只是表示中超公司过几天会
就此事发布一个公告，目前暂不方便对此发表意
见。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同样对成都商报记者
表示：“不方便说什么，过几天再说吧！”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实习生 刘雨欣

2月8日，中超公司在当天
出版的《北京晚报》第18版刊登
了一则启事：“中超联赛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0866）不 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名章，特
此声明。”这则启事很快被网友
发现，并截图发至社交媒体上，
引发广泛关注。

但剧情很快出现了反转。上
周五，有人举报称中超公司的财
务专用章及法人名章并未丢失，
仍在中超公司财务总监苏小春
的手里；中国足协所在地的北京
市东城公安分局龙潭派出所也
在当天介入调查，并找到苏小春
及中超公司高层核实情况。为何
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名章并未丢
失的情况下中超公司会登报挂
失？其中有何蹊跷？成都商报记
者专访了当事人苏小春和中超
公司高层领导。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与中国足协财务主管、中
超公司财务总监苏小春取得了联系，在询问被中
超公司登报挂失的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名章现在
何处时，苏小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这两个章组
合在一起叫财务印鉴，由财务掌管，现在确实是
由我保管，并没有遗失。”

苏小春是中国足协的老员工，中超公司成立
后受中国足协委派，兼任中超公司监事和财务总
监，任期到2018年止。

苏小春向记者透露，春节前中超公司在武
汉召开了一个董事会议，在没有通知他参会的
情况下，会议做出决议，免除苏小春中超公司监
事和财务总监两个职务，取消他的财务审核权。
会后，中超公司的人士拿着这份决议找到苏小
春，要求他执行，交出两枚印章。苏小春当时就
提出了异议，“我问他，免除我的两个职务总得
有个理由吧？对方说，董事会的理由就是你已经
不在足协工作了。”

为什么会有“苏小春已经不在足协工作”一
说？在2015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公布后，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被提上
议事日程，对于“脱钩”后足管中心干部的去留有
明确说法，即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一次性选择去
留，如果选择留在中国足协，所有关系转入足协，
原级别、职务等进档封存，与足协签订劳动合同，
按照协会新政策进行管理。

同年11月23日足管中心发出调离通知，要
求6名干部调离中国足协，给苏小春安排的去向
是到国家体育总局财务管理和审计中心，报到时
间为11月30日。6名干部中的苏小春、付玉培、郭
辉3人不接受这一安排，他们认为按照规定，自己
可以选择留在中国足协。11月30日之后，中国足
协开始停发上述几人的工资和福利。2016 年 2
月，苏小春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足管中

心在庭审中并未提供该单位已被撤销的相关
证据，故其解除苏小春合同、停发苏小春工资
的事实依据不充分，因此裁决足管中心必须继
续履行与苏小春的合同，并支付其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 日期间的工资和福利。
足管中心不接受仲裁结果，随后诉讼至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 年 4 月 8 日法院公布了
判决结果：一、原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
理中心继续履行与被告苏小春签订的事业单
位聘用合同。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原
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支付被告
苏小春在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 日期
间的工资以及福利。三、驳回原告足管中心的
全部诉讼请求。

因不服从调离决定，苏小春曾与足管中心对簿法庭

在足协上班无事可干，但仍拒交印章要继续履行职务

财务总监：印章仍在我这里，公司曾要求我交出来

四川品胜大胜八一队
季后赛“四大战役”首战告捷

随着 2016-17 赛季 CBA 常规赛
渐入尾声，关于季后赛的争夺也达到
白热化，在前六名已经确定晋级之后，
最后4场比赛，4支有望冲击最后两个
季后赛名额的球队将展开殊死一搏。
在昨晚进行的倒数第四轮比赛中，四
川品胜客场96比72大胜八一队，冲击
季后赛“四大战役”首战告捷。由于北
京队输给辽宁队，这样四川队在积分
榜上就超越北京队，名列第八名。

上一场比赛客场 1 分险胜青岛，
形势一片大好的四川队本场比赛再接
再厉，由于对手八一队两名主力韩硕
和曹岩都被禁赛，因此四川队从比赛
一开始就占据领先位置，比分差距从
第三节中段被扩大到10分以上，四川
队基本奠定了胜局。并一度将差距扩
大到了20分以上，最终结果也在意料
之中，四川队在客场取得大胜。哈达
迪拿下全场最高的21分。

接下来两场比赛，四川队将在主
场迎战山东队和天津队，最后一轮客
场挑战北京。北京队下场比赛还要客
场挑战联赛头名上海队，获胜的几率
很小。所以说，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决
定四川队能否晋级季后赛。由于天津
队已经基本丧失了晋级季后赛的希
望，四川队届时主场获胜不是难事。所
以，下周三主场与山东的这场比赛，将
是决定性的“天王山战役”，只要能够
获胜，四川队就有望提前一轮晋级。但
如果不能获胜，那么就很有可能最后
一轮与北京队“死磕”。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实习生 曾培华

黄梦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