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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创装饰成都分公司停业
疑拖欠项目经理、供应商、消费者数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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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车主遗失成都通海票据号
为1408586，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贰张 （票号 00981059、
00981060），特此声明作废。
●武侯区明鑫诊所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
07MA6DGJB76G）遗失作废。
●成都武侯明鑫诊所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正、副本（登记号PDY0�
0904951010717D2112）遗失作废

●黄成510121198608162678焊工
证，证号51090201160259,类别:焊
接与热切割作业证遗失作废。
●何行彪身份证号513232197404�
020013执业药师证合格证号5101�
02300100078213，专业药学，级别
执业药师， 批准日期2004年1月18
日，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金牛区师徒餐饮店发票号1907�
2648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旺鑫物流有限公司在成都
中升雷克萨斯店押金条两张编号
3969276和编号7969279遗失作废
●罗欣逸， 二代身份证（身份证
号：5101072000xxxx0017）于2017
年10月27日遗失，此证作废，特此
声明。

●王礼波不慎遗失双流区中信万
锦城购房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
WJC-06-2104，合同签约备案
号497416，特此登报作废

房屋租售
●金牛区恒德路写字楼楼层380平
出租，罗先生028-68208613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求租求购
●租购幼儿园场地13551037919

项目经理：
近200名工人工资都未结算

经过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
相关项目经理、材料供应商、消费
者等多名人士。

据了解，在大成都范围内，实
创装饰成都分公司共有7名项目
经理，每个项目经理下有着20余
名装修工人。项目经理王勇（化
名）告诉记者，因资金周转问题，
目前7个项目经理下近200名工人
所涉及的工资都未结算。另一项
目经理李云表示，今年初公司偶
尔还发点“生活费”，最后根本联
系不上人。据项目经理们称，其实
2014年底实创成都分公司付款就
开始不正常了，当时实创或以调
整政策及装修方案为由，或以“走
付款流程”、“总部未打款”以拖延
付款时间。期初还只是拖延时间，
到后来，付款情况越来越糟糕。

项目经理王勇告诉记者，在
发现端倪后，自己随即停止了手
里的项目，但每当合作进行不下
去时，公司都会派新领导上任。

“每位新领导上任后，都会给我们
作出新的承诺”。

记者随后通过查询了解到，
实创家居装饰集团（成都）有限公

司自2014年7月2日以来，显示的
变更记录就有13项，其中2015年3
月4日~2016年10月13日期间，其
法定代表人就实行了4次变更。

“11月9号这天我们去了实创
成都分公司，到现场后发现已经人
去楼空，也联系不上相关负责人。”
某插座开关供应商胡先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胡先生表示，他
2016年开始与实创合作，合作前两
个月实创付款都很正常，但两个月
后，实创就开始以各种借口拖欠材
料款，目前拖欠其近10万元的材料
费。胡先生表示，自己的款项还算
少的，多的有上百万，共计拖欠供
应商款项有400余万元。同是插座
材料供应商的董先生告诉记者，从
2016年开始，实创就找各种借口不
付款，于是董先生在2016年夏天停
止了与实创的合作。

消费者：
付款80%瓷砖还未贴完

在蓝光coco蜜城买了房的李
小姐，今年8月份时与实创成都分
公司签署了装修合同，装修费共计
19万元，8月初李小姐交付了80%
的款项约15万元。“刚开始装修不
到一个月，就收到项目经理信息说
实创成都分公司跑路了”，李小姐

告诉记者，收到信息后她马上联系
了装饰公司，当时公司表示会在成
都新开一家公司，但几次联系后，
李小姐被对方拉黑了。

来自兰州的董先生与李小姐
有着相同的经历。董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在青白江买的房子，并于
今年5月2日和实创成都分公司签
署了装修合同，装修总费用为17
万元，首付款13万左右。“目前我
连瓷砖都没贴，从5月到现在没有
联系到任何人。”董先生告诉记
者，这两天联系上了一名项目经
理，对方告诉他可以退单，但李先
生表示，公司都不见了，退单装修
款没法保证。

记者通过公司官网及相关人
士提供的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方
式，多次拨打多名总经理电话均无
人接听。记者随后又联系上公司一
位前相关负责人，他表示，自己于1
年前就已离职，当问及当时是否有
拖欠供应商款项一事时，他说道

“资金链出问题，拖欠款项是常有
的事”，当记者继续追问公司情况
时，该负责人表示“不方便回应”。

该公司在多个城市
均出现问题

除成都分公司项目被曝存在

问题外，记者了解到，全国部分省
市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据当地
权威媒体报道，济南、北京、烟台、
上海等地均出现装修项目未完成
的情况。记者通过实创官方旗舰
店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在成都、济
南等地已暂停承接新业务。

同时记者通过天眼查及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实
创装饰集团旗下分公司出现各类
诉讼案，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及“劳动争议”而被他人起诉的
案例不在少数，同时部分公司已
被纳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列
入原因多为“该公司曾因登记的
住所或经营场地无法联系”。

记者了解到，实创集团以“实
创家居装饰”、“实创装饰工程”为
名在全国各地建立分公司，记者通
过查询发现，在成都分别有两家以
实创家居装饰命名的公司，分别为
实创家居装饰集团（成都）有限公
司及实创家居装饰集团（成都）有
限公司金牛分公司，这两家公司也
都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同
时，金牛分公司目前处于“吊销”状
态。记者拨打公司部分相关负责人
电话，截至发稿，一直未联系上公
司任何相关负责人。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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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成都商报记
者接到消费者投诉称，
实创装饰成都分公司突
然关闭，导致该公司涉
及的项目经理、供应商
款项无法收回，部分消
费者在缴纳装修款后的
合同签署日期内，装修
得不到落实。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
后发现，据不完全统计，
该公司目前拖欠项目经
理、供应商、消费者相关
款项数百万元。

11月9日，成都商报记者来
到位于金牛区沙湾路63号实创
装饰成都分公司所在地，发现

“实创装饰”四个大字仍在墙楼
上，但所有窗户均被遮挡住。记
者通过附近商家了解到，实创装
饰早在2个月前就没有营业了，
至于原因及公司去向，附近商家
均表示不了解。

几经波折，记者联系到该区域
保安队长俞先生。据俞先生介绍，9
月左右，实创成都分公司便停止营
业，随后每隔两三天就有相关供应
商、消费者前来维权，“今天早上还
有10余名相关人士前来维权，法院
的人都来了。”俞先生说道。

人去楼空

现场探访

昨天的行情，继续演绎一个字--“强”！
沪指上涨15.17点，以3447.84点报收，上证50
指数上涨11.17点，以2873.51点报收，其他各
类指数全线飘红。

大盘已经六连阳，行情新高不断，这并
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期。而昨天，达哥在这轮
行情中又学到一个新名词，一个新概念——

“斑马股”！
到底什么是斑马股？招商证券指出，所

谓斑马股，即市值相对较小（80亿元~500亿
元），基本面还不错，在市场知名度尚可，在
所属行业或者竞争领域拥有一定地位，但是
没有那么“白”，基本面或短期业绩存在一定
的问题，或者估值相对较贵，导致机构在配
置上存在一定的争议，配置比例相对较低。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斑马股”的概
念？因为白马股很多人不敢追了。对于白马
股，招商证券的看法是，年底白马蓝筹存在
三重风险。一，若市场持续快速上涨，临近年
底，不排除会遭遇“平准”；二，年底至明年年
初，若公募抱团瓦解，有基金试图寻找新的
方向，则前期重仓的个股面临较大调整压
力；三，今年以来，北上资金持续流入，流入
较多的个股涨幅巨大，因此沪、深股通实际
盈利较高。但是，沪、深股通也并非完全不看
重估值水平和前期涨幅，前期涨幅较大，而
估值相对较高的个股在遭遇抛售。

所以我个人猜测，可能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白马股行情持续时间已经不短了，而且
涨幅也不小了。但是，价值投资的理念确实
是大家认同的，所以只能选择一些市值没那
么大，涨幅没那么大，机构配置比例没那么
大的公司来弥补。

那么，哪些类型的个股可能成为所谓的
斑马股？

招商证券认为，第一，还是中高端消费
类个股。第二，科技创新类个股，比如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第三，制造升级。第四，绿色中
国，比如园林环保PPP类上市公司。

其实，招商证券提出的斑马股新概念，
也确实有一定可取之处，投资逻辑也是完全
讲得通的，但最终这种观点能否得到大众的
认可，还是要由市场说了算。

接下来说一下今天的盘面。各类指数全
线飘红，纷纷创下新高，就连创业板指数都
连续站上年线。从个股表现看，高价股继续
维持强势，茅台再创新高，逼近700元大关。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昨天，沪市只有500
多只个股上涨，700多只个股下跌；深市800
多只个股上涨，超过1000只个股下跌。下跌
个股数量明显多于上涨个股数量，而且跌停
个股数量有所增多。其中，迪贝电气、锦龙股
份和唐德影视都是快速杀跌后股价被砸跌
停，有点“闪崩”的感觉。

大盘已经六连阳，不知道连续上涨的极
限天数是多少，所以总感觉短线可能会有调
整的出现，操作上没有必要去追高了。但是，
中线态度依然乐观，我认为调整下来之后，
依然有上车的机会。

大盘再创新高
A股又出了一个新概念

实创装饰与业主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