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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串利空致股价大跌

华塑控股的持续大跌与近期连串
利空有关。3月14日晚间，因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近 8 个月的华塑控股公告
称，公司拟调整资产重组方案，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随后股票复牌，投资者选
择“用脚”投票，惨遭两个一字跌停。

3 月16 日晚间，华塑控股又抛出
一个利空，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1.99亿股股
权，被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司法冻
结，占华塑控股总股本的 24.13%。随
后公司股价再次遭遇一字跌停。据了
解，司法冻结的原因系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雪峰债务纠纷，导致债权人向法
院申请采取诉讼保全，目前归还债务
后已经解除股票冻结。

但利空并未结束。由于西藏麦田此
前将持有的1.98亿股（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24.01%）股票质押给湖北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且质押股份警戒线为
4.66元/股，持续大跌后已低于警戒线。
为避免平仓失去控股权，西藏麦田与质
权人沟通后，拟通过补充质押、追加保
证金等方式防范触发平仓风险。

亏损专业户

华塑控股前身为四川天歌，1993
年5月成为四川首批上市公司之一，更
早则为成立于1983年的四川南充羽绒
制品厂。公司初期主营羽绒制品，但没
几年就因持续亏损寻求转型之路。

华塑控股于 2003 年进军建材市
场，主营塑料门窗。然而转型未能挽回
颓势，公司业绩仍然一塌糊涂。2013
年，面临退市风险的华塑控股引入麦
田园林来保壳，然而麦田园林的经营
状况也不理想，引入后很快又陷入亏

损泥潭。
长期以来，华塑控股堪称“亏损专

业户”。财务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
华塑控股的扣非净利润均处于亏损状
态，截至2016年已连续亏损15年。

2017年华塑控股通过出售金融资
产、债务豁免等手段，成功实现了“扭
亏为盈”。预计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万~1300万元。

回顾公司近年来的表现，基本都
处于盈亏交替的状态：先亏损两年，再
通过出售资产之类扭亏为盈，以避免
连亏三年暂停上市。

华塑控股也说明了亏损原因：公
司主营业务为塑料建材加工、园林绿
化、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贸易业务，近年
来公司经营面临较大困难。其中，公司
从事塑料建材加工业务的子公司南充
华塑已于2016年底申请破产清算；公
司从事园林绿化业务的子公司麦田园

林2015年以来营收大幅减少，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

第N次转型重组

目前，华塑控股又进入第N次转
型重组期。公司拟剥离持续亏损的麦
田园林，转型医疗服务及大健康产业。
如交易成功，这将是重组“老司机”华
塑控股再次变更实际控制人。有统计
显示，公司重组次数已超过5次。

根据重大资产购买及资产出售预
案，华塑控股拟以现金方式向自然人
李献国出售麦田园林92.85%股权，暂
定交易作价6499.5万元；此外，拟以现
金方式购买樱华园投资持有的樱华医
院51%股权，暂定交易作价6375万元。

然自筹划转型重组以来，华塑控
股还是麻烦不断，期间曝出巨额债务
风波：欠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息合计9972万元，其中本金5990万
元，利息 3982 万元。宏志实业表示如
按时偿还部分债务，将大大减免利息。
由于利息数额巨大，深交所也发出关
注函要求公司作出解释。

除此之外，华塑控股因《工业品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去年 11 月被重庆
渝中区人民法院做出执行裁定，冻结
持有的麦田园林股权，保全限额 160
万元；12月公司又收到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通知，已受理小股东诉公司
虚假陈述案……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华塑控股
近期也陆续发布了系列公告，如《重大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关于
南充华塑破产事宜的进展公告》等。内
忧外患之下，重组“老司机”未来何去
何从？转型大健康产业能否成功？这仍
然值得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成都试水两个月成绩单亮眼
位居2月成都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排名第一

滴滴的自有共享单车品牌青桔单车在1月25日成都上
线后距今刚好两个月，青桔单车目前在成都运营情况怎样？
作为后来者，青桔单车空间有多大？青桔单车未来会有怎样
的打法和思路？

3月24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滴滴高级副总裁、品质
出行事业群总经理付强，他表示目前青桔单车在成都运营效
果非常好。今年2月成都市城管委发布的一份“共享单车停
放秩序考核通知”中，刚运行一个多月的青桔在共享单车停
放秩序排名中高居榜首。

“成绩单”甚至有点出乎意料，“成都地区使用频率非常
高，比较活跃地区一天一辆车的使用频率超过五次。”这令他
非常满意。

青桔单车

在今年2月成都市城管委发布的“共
享单车停放秩序考核通知”中，刚运行一
个多月的青桔在7个路段现场打分中排
名第一。本次检查考核，城管委主要针对
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停放相对密集的区域，
随机抽选了七个路段，停放在这些路段的
各种单车都接受了现场考核打分。

对于拿下这个第一，付强表示，
“单车之前发展很快，存在押金问题、
一些车可能不好骑，主管部门也头疼

停放、摆放规范秩序问题。”目前青桔
配备了较多的巡查人员从事线下管
理。同时为了让单车停放有序，他们实
行了网格化的管理，引入责任制，工作
小组成员，平时就步行或骑车寻找自
己辖区内没有停放到位的青桔单车，
然后把车挪到适当的位置上。付强说，
下一步也将运用滴滴的技术优势，导
入推荐停车这个功能，引导大家在用
完车后，把车停到最适当的位置。

“创造用户价值是滴滴的理念，因
为单车市场确实体量足够大，我们的
目标和责任就是出行安全便捷，通过
不同的交通方式把用户送到想去的地
方。”付强表示，单车是滴滴短途出行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有快车、
专车、出租车、小巴，也有解决最后一
两公里的共享单车，滴滴会把最合适
的组合推荐给用户。

外界非常关心青桔单车今年的推

广数量以及进军哪些城市，对此付强表
示，“我们会逐步布局，技术进步人员管
理效率更高，才是我们大力投放的时
候。我们希望能把每一步走得更扎实。”

他表示，“青桔单车作为共享单车
领域的后来者，小目标就是成为全球
用户首选的单车用户品牌，我们会看
的更长远，通过产品体验，不断打磨外
观设计以及硬件都非常好的单车。”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目前走在街头巷尾，青桔单车的
颜值算单车中非常高的。“研发过程
中，滴滴内部对单车外观有一个要求：
要让人看到就想骑。”付强说。

“青桔单车的理念是安全又好骑，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综合体验最佳的单
车，设计之初我们就考虑了整个骑行
体验。我们也会给单车设置一个磨合
期，让车子越来越好骑。”他透露，青桔

的第一代车型在设计阶段花了很多心
思，从轮胎、车锁到车轴、龙头……每
一样都希望能达到最好的磨合，因此
寻找口碑最好的厂商、最好的生产线，
工业设计硬件制造专家和国外设计团
队一起设计图纸。

“青桔”寓意是略显青涩又饱含希
望的果实，名字呼应滴滴公司名“小桔
科技”。青桔目前被外界所点赞的外

观和颜色，是从中国瓷器中找到了灵
感。在中国瓷器中，宋代汝窑的瓷器被
公认是最美的，而汝窑中的青瓷就是
其中的经典，青桔的配色就是由此演
变而来。

此外，青桔还有个特色是免押金，
付强认为这将极大地优化用户使用单
车的流程，减轻负担。在他看来，共享
单车平台完全可以引入第三方信用体

系或搭建自己的信用体系。
对消费者反映的行业存在“新车

好骑、旧车没法骑”的问题，青桔在设
计时就考虑到车辆的生命周期问题，
在使用生命周期中，维修维护采用更
多标准件，提升单车耐用性，制造成本
会更高，但单车损坏率会降低。付强表
示，未来青桔也会不断升级换代，新版
单车也会尽快上线。

付强在成都读的大学和研究生，
父亲也是成都人，因此对成都非常有
感情。据他透露，从滴滴计划单独推
出单车业务开始，成都就一直在备选
城市的前列。据了解，成都是全国最

早出台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意
见的城市。

“成都是一个特别开放包容的城
市，共享单车环境非常好，主管部门对
互联网行业支持力度也很大。我在成

都生活多年，能感受到成都人的心态
开放，对新鲜事物接受度很高，加上成
都气候和地理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行。”
付强认为青桔在成都试水成功，是水
到渠成的事。

为何选择在 2 月份来试水？付强
表示，“2 月份冬末，大家的骑行频率
一般不会太高，有不好体验可以及时
纠正和调整，3月旺季高峰来了，用户
体验和总体效果就会非常好。”

为什么青桔选择投放的第一个城市是成都？试水成功“天时地利人和”

免押金的青桔理念“安全又好骑”设计之初就考虑单车生命周期和体验

谈发展/ 青桔单车上线一个多月考核第一 目标是成为全球用户首选的单车用户品牌

“老司机”华塑控股：我又要重组了！
不在重组，就在

重组的路上。四川上
市公司亏损专业户、
重组“老司机”华塑
控股（000509）近期
因资产重组方案调
整，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导致股价持续大
跌，引发市场关注。

短短7个交易
日，华塑控股从停牌
前的6.12元，到复牌
后一口气下跌至3.8
元，跌幅高达38%，
其中还有3天跌停。3
月 23 日 再 次 大 跌
7.99%。

浣花溪公园安全质量管
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谢先生告
诉记者，他们要求门岗保安随
时监控，有流浪狗进入要拿棒
子驱赶。此外，谢先生还表示，
驱赶流浪狗也是浣花溪公园
日常巡查工作的一部分，“每
个小时都要在公园规定的地
方签到，发现流浪狗的话就会
驱赶。驱赶得还是很勤，之前
就发现过。”浣花溪公园的大
门上就标明了“严禁宠物进
园”，不过，没有特别设置小心
流浪狗的标识。

遇到流浪狗，公园还会找

派出所和动物保护组织过来
处理。“很多小狗非常顽固，把
家安在公园里，驱赶以后还会
回来，很多时候派出所也有些
无能为力，我们就会联系动物
保护组织，他们会拿麻醉枪来
抓狗，抓走后他们将这些狗收
养。”谢先生说。

同时，谢先生向记者坦
言，“管理流浪狗确实困难”，
因为有许多爱猫爱狗人士在
公园里喂养流浪狗，他们希望
爱心人士不要在公园喂狗。

但仍有不少公园没有采
取措施管理流浪狗。

在自家门口的开放式公园散步，却被突然蹿出的恶犬咬伤小腿，由于找不到狗主人，被咬的陈
女士将公园管理方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近日，记者从双流法院获悉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最终
判令公园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开放式公园被狗咬
管理方被判30%责任
流浪狗管理困难，建议爱心人士不要在公园喂狗

公园管理方：
公园是开放式公园，管理上存在难度。此
外，公司有派专人进行日常巡查，并曾向
公安机关报告有流浪狗的情况。

原告陈女士：
不能因公园是开放性的，就对公园内可能
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事宜疏于管理，并
且，公园内也未悬挂有警示流浪狗危险的
招牌。

本案主审法官：
开放性公园的管理方，不能因客观存在的
管理难度，就认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竭尽可能地消除隐
患，保障开放式公园的安全，否则要为此
类案件承担法律责任。

公园
同行

公益
组织

公园管理方公园管理方
该不该担责该不该担责？

事件
开放公园内被流浪狗咬了 就医花了1900元

2017年8月的一个傍晚，市民陈女
士如往常一样在家门口的开放式公园
散步，走到篮球场附近被流浪狗咬伤
左侧小腿。陈女士马上报警并前往医
院治疗，前后花费医疗费1900多元。

在自己小区物业所属的公园被狗
咬了，陈女士越想越气，觉得公园管理
方必须承担责任，一纸诉状将公园管
理方某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庭审中，公园管理方表示，该公园
是开放式公园，出入口均为24小时开
放，管理上存在难度。此外，负责管理
公园的物业公司还举证证实物业公司
有派专人进行日常巡查，并曾向公安
机关报告有流浪狗的情况。

原告陈女士认为，不能因公园是开放

性的，就对公园内可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
的事宜疏于管理。物业公司虽有派专人进
行日常巡查，但从她被流浪狗咬伤当日的
巡查记录来看，巡查记录显示为“巡查正
常”，该物业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巡查内
容包含巡查流浪狗出没安全隐患。

公园管理方表示，流浪狗处理记
录显示，公园在陈女士被咬伤前的确
有过配合公安机关处理流浪狗的记
录，2016年8月两次，第三次则是在事
发当月2017年8月。

但原告则指出，这中间有近一年
的时间未对流浪狗进行过任何处理，
此外，根据该物业公司的举证，也无法
认定在她被流浪狗咬伤当时在公园内
悬挂有警示流浪狗危险的招牌。

法院 公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2017年12月8日，双流法院审理
认为，物业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
义务是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关键所
在，综合考虑庭审查明的事实，该物业
公司对公园在防范流浪狗的管理上存
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

由于无法找到肇事狗的主人来对
陈女士进行赔偿，故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之规定，物业公司应承
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酌情考虑物
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责任比例
为30%，赔偿费用确认为590余元。

本案主审法官曾法官表示，公园
的开放性，客观上会带来管理困难、安
全隐患两大问题。但开放性公园的管
理方，不能因客观存在的管理难度，就
认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相反，应当
在其职责范围内竭尽可能地消除隐
患，保障开放式公园的安全，否则要为
此类案件承担法律责任。

呼吁爱心人士不要在公园喂狗

希望立法遏制遗弃宠物的现象
乔伟是成都启明小动物

保护中心的负责人。最近半年，
他们从成都市区的各个公园里

“收”了二十多只流浪狗。“很多
公园都喊我们去抓狗，前两个
星期，还去了凤凰山公园抓
狗。”他告诉记者，现在只有出
现小狗伤人或很难抓到的情
形，他们才会过去处理，因为

“基地早就爆满了”，已经没有
多少空间容纳更多的流浪狗。

乔伟分析，公园是开放环
境，而且树木较多，相对街头

闹市来说人较少，被遗弃的宠
物狗出于避险的本能来到公
园，而很多爱心人士长期会在
公园里给流浪狗投喂食物，这
就加重了这种情形。

“赶是赶不完的，无底
洞。”乔伟表示，希望有动物保
护法遏制住遗弃宠物的现象，
扔狗的少了，公园里的狗才有
可能会真正减少，同时他建议
市民遇到流浪狗尽可能避而
远之，减少接触。
孙丹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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