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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快时尚”品牌冲击
传统眼镜店纷纷放下身段
“快时尚”眼镜店大受年轻群体欢迎，成都传统街边眼镜店力求转型，开设时尚品牌店

20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5月15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
院，65岁的何婆婆躺在病床上，仍未
脱离生命危险。老人称，14日下午，
她在旁观孙女和邻家小孩打羽毛球
时，头部右侧太阳穴附近部位被手
柄脱落飞出的拍杆插入。据医院检
查，拍杆刺破颅骨，插入老人头部约
4厘米。在消防协助剪断拍杆后，医
院通过手术将拍杆取出。

插入头部4厘米
消防、医生接力救援

14日20时许，何婆婆从内江当
地一乡镇卫生院转入内江市第二人
民医院，此时球拍仍插在她的头部
右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明森介
绍，这个羽毛球拍除手柄外、其他部
位都在，拍杆和手柄脱落的铁管插
在老人右侧太阳穴旁。当时，老人意
识是清醒的，但由于球拍较长，不剪
断不便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为此，医院向消防部门求助。

接到求助后，内江市消防支队
东兴中队的救援人员袁道双和其他
4名队员立即赶往医院。袁道双回忆
说，到场后，他们发现露在外面的球
拍长约35厘米。由于球拍插入的位
置比较特殊，救援时不能晃动球拍，
以免损伤老人头部的血管、神经等，
在和医生商量后，医生稳住头部一
侧的拍杆，消防救援人员先用断电
钳将拍杆压扁，再用手动液压钳剪

断拍杆。“拍杆是空心圆管，如果直
接剪，很容易滑动，造成二次伤害。”

在剪断拍杆后，医院通过CT等
检查发现，拍杆刺破颅骨，插入约4
厘米，插入的拍杆已致使脑膜中动
脉断裂，并造成大脑挫裂伤，插入位
置距头部大动脉也仅1厘米左右。

“脑膜中动脉断裂，但插入的拍杆恰
好将其堵住。如果在到医院的途中
被擅自取出，很容易造成大出血，十
分危险。”张明森说，十分庆幸的是，
插入的拍杆偏了1厘米，否则损伤大
动脉，后果也难以预料。

在检查后，医院连夜进行开颅
手术，手术一直持续到15日凌晨2时
许，取出了插在头部的拍杆。张明森
说，15日早上何婆婆清醒后，就转至
普通病房。“病情虽然暂时稳定，但
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后期还需预防
术后感染、出血和破伤风的情况。”

拍杆如何伤人？
老人称遭遇“飞来横祸”

张明森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病
人到院后，经询问了解到，老人头
部之所以被手柄脱落的拍杆插入，
是她在旁观孙女和另一小孩打羽
毛球时，球拍的手柄和拍杆脱落，
拍杆飞出所致。“可以说，这就是飞
来横祸。”15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在医院见到了何婆婆及照顾她的
家人，此时老人意识清醒，但头部

被纱布包扎，略显浮肿。何婆婆的
儿媳拿出从老人头部取下的一段
拍杆，这段拍杆为铁管，中部空心，
直径约5毫米。

何婆婆一家来自内江市东兴区
某乡镇，她家屋前是一个坝子，坝子
外有一条乡村公路。据何婆婆介绍，
14日18时许，当时她站在屋前院坝
和公路间的斜坡处，自家9岁的孙女
和邻家12岁的小男孩正在打羽毛
球。现场除了他们3人外，她的儿媳
也在一旁，此外并无其他目击者。

采访中，何婆婆多次称，她是遭
遇“飞来横祸”。“我从外面回来后，
将家里晾晒的衣服收了，然后站在
那儿看孙女打球。”何婆婆说，当时，
和孙女一起打球的邻家小男孩距她
三四米，但她并未看着小男孩一方。

刚站了1分钟左右，她突然感到一阵
剧痛，便倒在地上，发现是球拍杆插
入头部右侧太阳穴附近。邻家小男
孩的父母称，他们从儿子处了解到，
手柄脱落的拍杆坏了后丢在一旁，
何婆婆是先摔倒压在拍杆上，拍杆
翘起而插入她的头部。

何婆婆则坚持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球拍是飞过来插入头部后，她才
倒下的。“我倒下后看到，手柄还捏
在那个小男孩手上的。”事发时，何
婆婆的儿媳虽然在现场，但她并不
是第一目击者。“我当时看着另一边
的，出事后听到喊声转过来才发现
的。”儿媳说，这幅球拍是他们花45
元在当地镇上集市买的，此前买的
几副球拍都已坏了。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探访：
年轻群体追捧“快时尚”

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浙
商眼镜零售独占成都眼镜市场半壁
江山。近年来，随着品牌眼镜连锁店
的不断壮大，成都眼镜市场在2010年
前后进行了一次深度洗牌，形成了以
四川大光明、宝岛眼镜等品牌为主的
街边眼镜店。

近5年来，木九十、EGG、JINS等
主张“快时尚”的眼镜店在成都迅速
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市区内“快
时尚”眼镜店以平均每年10家的数量
增长。“快时尚”眼镜店进入成都便大
受欢迎的原因并不复杂——相对传
统街边眼镜店来说，是其低廉的价格
以及立等可取的服务体验。

据JINS官网显示，截至2016年，其
全球店铺数量为402家，共售出520万
副眼镜，在中国的门店已超过90家。5
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太古里JINS
观察的半小时内，就有大约10名消费
者进店咨询，4名消费者购买了眼镜。

眼镜行业的“快时尚”包含“性价
比高”、“时尚”、“快消”等几方面的特
征。“在板材质量相同的情况下，相对
便宜而且样式更好看”，一位在太古
里JINS购买眼镜的消费者告诉记者，

“现在戴眼镜就和背包包一样，至少
要三四副换着戴”。

“传统眼镜以实用性为主，拥有最
基本的矫正功能就可以了，”EGG的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的眼镜超越了
以前单一的功能性，目前更多的是“装
饰性”，不同的衣着可以搭配不同的眼
镜，这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困局：
传统眼镜店运营成本高

“快时尚”眼镜店的发展，给传统
眼镜店带来了巨大冲击。“不仅仅是
传统的街边店受到冲击，连线上的眼
镜店都受到了影响”，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某品牌验光师告诉记者，“特
别是近两年，传统眼镜店的零售远不
如从前”。

另一方面，眼镜行业的“暴利”一
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以A股上市
公司博士眼镜（300622，SZ）为例，其
今年3月披露的招股书显示，2014
年-2016年的3年间，该公司3年主营
业务毛利率分别为73.08%、75.82%和
75.65%。平均毛利润75%的眼镜行
业，商家是否赚得盆满钵满？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十余
家传统眼镜店，从一些业内人士处了
解到，所谓“暴利”仅指眼镜单品的价
格高，然而街边店的租金以及人工
费、设备费用等使得眼镜店的运营成
本居高不下，眼镜行业的净利润远不
如毛利润那么可观。

一位在眼镜行业待了8年的销售
人员告诉记者，在不计算后期运营费
用的情况下，经营一家50平方米的街
边眼镜店，开设成本在40万元左右，
加上后期人工、税收、设备折旧等费
用，就算毛利润在75%以上，最终的
净利润也只有10%~15%。如今受“快
时尚”眼镜店的冲击，部分传统眼镜
店有可能处于亏损状态。

转型：
传统眼镜店打造时尚店

面对“快时尚”眼镜店的冲击，四
川大光明、宝岛等传统眼镜连锁店也
纷纷开始了转型。

大光明眼镜在2016年8月开设了
自己的时尚品牌店御视镜库。“我们
这个店主要针对年轻消费群体。”住
于东大街的御视镜库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这里700元到800元的眼镜居
多，而且外观都更时尚。”

该销售人员表示，这是公司针对
现在消费升级的一个试点，同时针对
以前的老店，公司将升级转型，建立
适应消费发展的时尚店。据了解，御
视镜库目前在成都已拓展了10家。记
者还发现，以前街边连锁店大多使用

“暴龙”、“佐丹尼”等镜框品牌，御视
镜库的镜框大多是“清尚”、“保罗沃
克”等更为时尚休闲的品牌。

“随着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过去的消费习惯也随之变化，我们变
革的核心就是顺应消费者的需求”，
宝岛眼镜成都市场部负责人表示，他
们针对年轻消费群体打造了以“快时
尚”为主的镜客眼镜店。记者在位于
银泰城购物中心的“镜客”店里看到，
装修风格很别致，镜框展示台上分布
着各式各样的卡通图片。

记者了解到，这类传统眼镜店的
“升级版”同样都开设在商场或商业
综合体内，装修风格更为新颖。与之
对应的是租金的下降和员工数量的
减少。据相关人士介绍，以前街边店
的面积基本在100平方米~200平方米
之间，而商场店的面积几乎只占到街
边店的四分之一，工作人员的数量也
只需要街边店的一半，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眼镜店的运营成本。

解读：
供应链整合或为成功主因

据博士眼镜招股书数据，一副眼
镜的出厂价到终端零售价之间的差
价的确很大。一副出厂价30元的眼镜
架，经过几级代理最终到达零售店
时，价格已翻了好几倍。

传统眼镜店与JINS等“快时尚”
眼镜店最大的区别在于“品牌自有
化”，主要是创建自己的镜框品牌，对
镜框生产的供应链进行整合。传统的
街边眼镜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

是聚集着各类品牌的“眼镜超市”，其
所有的镜框都是品牌授权进行售卖，
镜框厂商会对同一市场的零售价进
行定价。业内人士表示，传统定价销
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市场销售
最高价的定价，二是给眼镜销售商的
定价。这种定价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规范了市场价格，但镜框厂商在市
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垄断。

JINS、EGG等自创品牌的出现打
破了传统的“授权代销”模式。JINS太
古里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我们
有自己的镜框生产加工厂，所有的镜
框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并生产的”。为
了削减不必要的成本，JINS正实现从
企划到生产、流通、再到销售的SPA模
式（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经营模式）。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霍伟东认为，
供应链整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供应
链整合后，原材料成本降低，眼镜性
价比提高，对行业、对消费者而言都
是一件好事；另外，从供给端来说，眼
镜商身在市场最前线，最了解消费者
的需求，将消费者的需求直接反映到
镜框生产设计上，满足目前消费个性
化的特点，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霍伟东表示，传统眼镜可选择的
样式少，不能满足人们追求个性化、差
异化的需求，而随着大众消费能力的
不断提升，“快时尚”的眼镜商正是看
准了商机，主动创造需求，刺激需求。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昨日，由成都市打击和处置
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成都市公安局联合主办的“拒绝
高利诱惑 坚持理性投资”现场活
动在高新区苏宁广场举行，包括
律师、金融专家学者等在内的百
余人在活动现场共同参与了鉴
别、防范和远离非法集资的话题。

在活动现场，国浩律师（成
都）事务所合伙人刘小进以非法
集资的法律解析为题，分析了涉
及非法集资的经典案例；西南财
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董青
马则从投资理财的策略方面让市
民加以警惕。他表示，市民需要关
注理财投资中暗藏的陷阱，尤其
是宣称高收益，但无正规资金第
三方托管的理财平台，尽量在投
资中做到分散投资，谨慎投资。

通过现场活动，不少参与的
市民纷纷表达了对活动的肯定，
表示这几年政府开展的打击非法
集资宣传活动很接地气，大家通
过各种宣传和普及学会了分析和
考察，再也不会盲目投资了。

据悉，从2014年起，全国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有序开展，
取得了积极成效。据统计，2016年
全国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
涉案金额2511亿元，同比下降
14.48%和0.11%，非法集资案件数
量和金额首次出现“双降”。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近日，市教育局公布了全市
近千所非营利性的文化教育类民
办培训机构名单（相关信息可在
民办学校地图中查询http://web.
cdmjyun.com/school-
map-ac-03-sac-03.html#）。欢迎
市民监督并向当地区（市）县教育
局举报。

如何辨别市面上的非营利性
培训机构有没有资质呢？一般来
说，主要看以下几点：一看是否具
有办学许可证。二看办学地点与
许可证上登记地点是否一致（教
学点应经本地教育局书面同意设
立），不一致的涉嫌擅自变更办学
地点或无证办学。三看办学层次、
内容与许可证是否一致。不一致
的涉嫌擅自变更办学层次（如非
学历培训机构举办学历教育等）。
四看上一年度年检是否合格，整
改不合格不予开展招生活动。

按照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六十六条等
规定，教育、人社、工商部门分别
负责审批和管理不同类型的民办
培训机构，其中区（市）县教育部
门负责审批非经营性的文化教育
类培训机构，人社部门负责审批
非经营性的职业技能类培训机
构，工商部门负责审批经营性的
培训机构。

今年9月1日后，按照新《民办
教育促进法》和《民办学校分类登
记实施细则》的规定，所有培训机
构都要事先获得教育或人社部门
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再到登记机
关进行法人登记。如为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则到民政部门或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构登记；如为营
利性民办学校，则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登记。 （饶媛媛）

打击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
昨在高新区举行

如何辨别培训机构
有无资质？
关键看四点

新消费需求新消费需求

飞来横祸？
主治医生：插入位置靠近太阳

穴，力度大刺穿颅骨
何婆婆被拍杆插入的位置靠近太

阳穴，但并非真正的太阳穴位置。“太
阳穴是顶骨、额骨等的交汇处，也更薄
弱，一般只有几毫米厚。如果拍杆插入
此处，老人的伤势会更重。”主治医生
张明森说，何婆婆被刺穿的颅骨是整
块颅骨，此处并无“缝隙”，颅骨厚1厘米
多。“虽说刺伤处不是最厚的颅骨位
置，但也比太阳穴附近的颅骨更厚。”

那么，何婆婆所说“飞来横祸”能
否刺穿颅骨，张明森认为，这完全有
可能。他说，球拍的铁管细小，中部空
心，小孩在扣球时的力度也较大，手
柄脱落而飞出的铁管像箭一样，足以
刺穿颅骨。

物理老师：冲量越大，飞出的拍
杆越具致伤性

“根据动量定理，速度越快，则冲
量越大。”内江三中物理教师艾才国
分析认为，小孩在挥舞球拍时，拍杆
脱落后飞出，挥舞的力量越大，飞出
速度越快，冲量也越大。“冲量越大，
则飞出的拍杆越具有致伤性。”艾才
国还说，拍杆是细小的铁管，飞出后
遇到阻碍的受力面小，压强大，也增
加了致伤性。艾才国分析认为，飞出
的拍杆有可能刺穿颅骨，插入头部。

球拍生产商：便宜球拍杆多用铁
管加木手柄，易脱落

但作为从事这一行业的生产商，
四川某体育用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面上，有部分仅卖一二十元的
羽毛球拍确实存在拍杆和手柄易脱
落的情况。“这些便宜的球拍，都是一
根铁管加上木手柄，然后灌点胶水就
可以了，多使用一段时间，就容易脱
落。”他说，而质量好的都使用碳素等
材料，球拍更轻，也不易脱落。

小小拍杆
何以至此

羽毛球拍杆
插入太婆头部

随着消费升级，从10年前传统零散的眼镜店到自创品牌且独立设计的
“快时尚”眼镜店，传统眼镜行业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洗牌。随着行业的升
级，在面对房租、人工等高运营成本的情况下，传统的街边眼镜店面临那
些困境？面对新一代的消费主力，传统眼镜行业进行着怎样的转型？近
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成都街头各大眼镜店，采访业内专业人士，探索
成都眼镜市场的“革新”。

眼镜行业的眼镜行业的
““快时尚快时尚””包含包含““性性
价比高价比高”、“”、“时尚时尚”、”、
““快消快消””等特征等特征。。消消
费者称费者称，，在板材质在板材质
量相同的情况下量相同的情况下，，
““快时尚快时尚””的眼的眼
镜相对便宜镜相对便宜，，而而
且样式更好看且样式更好看。。

现在的眼镜超越了现在的眼镜超越了
以前单一的功能性以前单一的功能性，，更多更多
的是的是““装饰性装饰性”，”，不同的衣不同的衣
着可以搭配不同的眼镜着可以搭配不同的眼镜，，
这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这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
的需求的需求，“，“现在戴眼镜就现在戴眼镜就
和背包包一样和背包包一样，，至少要三至少要三
四副换着戴四副换着戴”。”。

快时尚特征快时尚特征

消防队员协助医生将插入何婆婆头部的拍杆剪断 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