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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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角兽与白马齐飞 你要哪一匹？

线上 /
无法接单“系统升级”已3个月

2015年前后，莱尔美依搭上“互联网+”
的直通车，以O2O的洗衣模式进入成都市
场。用户可通过微信服务号、官网、APP各端
口进行线上下单，由物流人员在2小时内上
门取送件，在家即可享受到洗衣服务。

其官网介绍，莱尔美依拥有21家门店，
店内设立接发件区、衣物暂存区、成品展示
区、客户休息区，自动化无尘衣物存储柜等。
凭借O2O服务模式和成都企业的本土优势，
莱尔美依迅速占领了部分市场，并得到了成
都高投的融资。

可从今年2月开始，无论是“莱尔美依”
百度贴吧，还是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都充
斥着对莱尔美依的质疑。有网友称，“充值的
钱不能退也就算了，连送去干洗的衣物都没
有送回来”。虽然微信公众号还能对用户选
择进行自动回复，但记者点击“我要下单”选
项时，页面显示“系统升级中”，下单服务暂
不能使用。成都商报记者看到，2月5日莱尔
美依公众号发文称“系统升级”，到现在“升
级”时间已持续了3个月。

线下 /
门店更名 线上充值金额不能用

5月7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成华区欣
然一街的莱尔美依线下门店，原来的“莱尔
美依”已更名为“四季美依”，与官网所示的

“高品质洗涤门店”不同，此门店的装潢简
单，店内也并无太多衣物。位于武侯区聚龙
路的分店也同样更名为“四季美依”。

店员告诉记者，更名是因为“公司在进
行升级”，此前在门店充值的金额还能继续
使用。跟在店名“四季美依”后的“O2O线上
体验店”几个字还未来得及更换，但线上充

值的金额已不能使用。
记者发现，莱尔美依曾在2月26日被成

都高新工商局以“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
联系”之因列入“经营异常”的企业名录。4月
11日，其披露了地址变更，公司地址从高新
区益州大道1858号变更为高新区天益街38
号。但记者走访了变更前后的地址，前者已
入驻了新的企业，后者办公区空置，也未见

“莱尔美依”的踪迹。同时，记者多次致电了
莱尔美依的客服热线和公司公开电话，至发
稿时均无人接听。

说法 /
莱尔美依曾接手美一天业务？

与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莱尔美依相
比，四川美一天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一
天）算是洗衣市场的“老大哥”。美一天2003年
成立，在2015年展开了线上业务，其官网称，
美一天在2017年已成长为全国性品牌连锁企
业，在全国拥有430余家加盟店。

有网友爆料，这位洗衣业的“老大哥”已
将会员卡的余额转到莱尔美依。一位莱尔美
依的工作人员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莱尔
美依的确曾接手美一天的业务，但双方公司
最后并未结清相关账目。

为此，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位于华润翡翠
城的一家美一天门店，发现原洗衣门店已经被
中国电信所替代。“我还有四百多的钱在卡上，
一直没退，等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发现门
店早已不见了。”门店旁的商家告诉记者。

华润翡翠城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之前美一天所在的门店租的是业主的商
铺，大概在去年年中便已退租，“是更换门店
或者撤离，我们也不清楚。”

据启信宝显示，美一天仍处于续存状
态，但据记者了解，该公司办公地已入驻新
的企业，其公开电话也始终无法接通。

莱尔美依
洗衣

线上无法下单、线下门店更名、线上充值不能线下使用

停摆

在两家O2O洗衣业“老大哥”陷入囧境
时，巨头们却在悄然入场，使O2O洗衣业务
再次站上了风口。据了解，e袋洗、衣来衣往、
泰迪洗涤等垂直平台都已打下部分市场，京
东、美团等互联网巨头也在密集布局。

5月3日，京东便利店与专业的O2O洗涤
服务平台柠檬洗洗签署合作协议，未来，京东
便利店将接入柠檬洗洗的洗衣业务。就此，京
东便利店也成为国内首个规模化接入O2O
洗衣业务的便利店体系。根据协议，消费者只
要在京东便利店扫描店主专属二维码，即可
享受柠檬洗洗提供的上门取送洗衣服务。

美团也在APP中加入洗衣业务，入驻了
大量的洗衣商家，记者查看成都区域人气
最高的商家，已有802条评价。另外，美团网

原到店餐饮渠道发展负责人也于近日加盟
O2O洗衣企业轻氧科技，担任全国业务线
负责人。

虽然已有诸多商家入场，市场空间潜力
巨大，但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发现，O2O洗衣
市场其实仍然处于萌芽阶段，还未形成统一
的服务标准，也并未形成如网约车、共享单
车等行业相对明确的市场格局。行业专家表
示，发展过程中，将形成标准的统一和部分
企业的淘汰。

O2O洗衣如何突围？专家认为，商家的
痛点须从获取客流、增加订单的流量服务，
演变到提高客流转化率、店铺满意度和忠
诚度的效率服务，把消费者的体验放在第
一位。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摄影报道

莱尔美依线下门店更名为四季美依，公司
办公区空置，客服热线和公司公开电话均无人
接听。

5月8日，A股首只“独角兽”、医
药界的“华为”药明康德（603259）
在沪市主板上市。首日即达涨幅
上限44%，截至收盘报31.10元，
涨停板上有逾40万手买单。

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12
月，是中国领先的新药研发外包
服务公司，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
全球排名前列的小分子医药研发
服务企业。招股说明书披露，2015
年公司CRO服务市场份额排名
全球第11位，中国第1位。

药明康德从2月6日预披露
更新到过会，仅用了50天，仅次
于36天过会的富士康。但在过会
之后，药明康德却反超富士康，
抢先拿到IPO批文。据分析，这
与药明康德主动将募资金额大
幅缩水不无关系。

在此之前，药明康德拟募资

金额为57.4亿元，但随后主动调
整为21.3亿元，较之前的计划缩
水幅度高达63%。尽管如此，发
行规模却未变，这意味着公司选
择以更低的市盈率发行，给二级
市场留下更大的增值空间。

申万宏源估算，就发行市盈率
与行业市盈率比较而言，药明康德
发行价相对行业市盈率存在较大
折价，预计上市后上涨空间较大。
目前，药明康德的中证行业市盈率
为65倍左右，药明康德以22.99倍
市盈率，21.6元/股发行，如果达
到市盈率开板，预计将有8个以上
涨停板，中签者无疑获益丰厚。

作为医药行业的“独角兽”
企业，药明康德被称为中国最好
的医药企业之一，业内甚至预测
应有千亿市值。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5月3日，因人保财险两家分
公司在农险业务中的违规行为，
江苏保监局连续下发6封行政处
罚书，人保财险及相关负责人共
计被罚款145万元。

人保财险连收6罚单

根据行政处罚书内容，人保
财险盐城分公司存在部分农险
理赔档案缺少出险证明文件，查
勘定损记录内容和现场查看照
片前后矛盾，农险理赔资料中的
重要档案资料缺失，以及在保险
期限结束后对部分农险保单进
行补承保四项违规行为。对此，
人保财险盐城分公司及其时任
副总经理、时任农险业务部副总
经理分别被处以51万、10万、4万
元的罚款处罚，共计65万元。

与此同时，江苏保监局也列
举了人保财险在农险业务上的
问题：人保财险淮安分公司因

“未按照向保监会报备的条款费
率承保涟水县育肥猪养殖保险”
以及“农险理赔资料查勘定损表
记录育肥猪受损情况均相等，不
同赔案的育肥猪耳标信息均一
致、承保理赔资料中验标和查勘
现场照片均为内容相同照片”等
违规行为被点名处罚。对此，江
苏保监局向人保财险淮安分公
司与其时任副经理、时任农险部
经理处以60万、12万、8万元的处
罚，共计罚款8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今年3
月，人保财险及其广东、湖南分
公司均收到原保监会的行政处
罚书，处罚原因为其报送的农业
保险自查报告与实际不一致。去
年3月，人保财险奇台支公司因

“存在编制虚假农险承保和理赔
资料”的违法行为收到新疆保监
局连续下发的10封行政处罚书。

多家公司有农险业务“漏洞”

事实上，多家公司都存在农
险业务“漏洞”或不规范，被监管
处罚。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后发
现，5月2日国元农险支公司因作
物理赔查勘定损资料不真实被
安徽保监局责令停止接受农险
新业务1年。今年3月，因农业保
险自查报告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而收到原保监会处罚书的有阳
光财险及其重庆分公司，华农财
险及其北京分公司，中华财险及
其湖南、广东分公司等。

2016年9月，原保监会披露16
封行政处罚书，涉及人保财险8家
分公司或支公司、紫金财险及其
宿迁中支，安华农险、国寿财险与
中华财险的各两家分公司或营销
服务部，处罚原因同样为在农险
业务开展中的违规行为。

在这些处罚书中，各家公司
被处罚的原因大多类似，主要涉
及承保时冒用农户名义虚假承
保、业务中部分险企承保档案分
户清册不真实、通过虚假理赔返
还代垫农户自缴保费、未按照报
备的条款费率承保保险以及虚
构和虚增保险标等问题。

保险业内人士对此表示，虽
然农险市场大有可为，但因其具
有较大的复杂性，涉及一户一户
的农户以及政府补贴，因而壁垒
很深，“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公
司需要沉下心来稳健推进和发
展业务，不能急于求成。”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农险业务违规
人保财险收6张处罚书

“独角兽”药明康德上市
首日即达涨幅上限44%

莱尔美依不仅线上服务暂停使用，成都的门店也已经“改头换面”。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登录四川省莱尔美依洗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尔美依）的微信公

众号，进入“我要下单”，页面依然显示“系统升级中”。据派件员称，诸多工作人员年前已经离
职。与此同时，位于成华区欣然一街与武侯区聚龙路的线下门店也由“莱尔美依”更名为“四
季美依”，门店门牌上的“O2O洗衣”LOGO还未去掉，店员表示，已不再支持线上业务。

京东、美团等互联网巨头入局
O2O洗衣面临洗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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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数据表明，中国生活服务O2O市场几近万亿规模。然而，这个领域的创
业企业举步维艰。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2017中国O2O市场发展状况研究
报告》显示，烧钱现象严重、用户习惯尚未形成、融资难度大、巨头垄断、同
质化竞争激烈被认为是本地生活服务O2O创业企业死亡的重要原因。

用户可通过微信服务号、官网、APP等线上
下单，2小时内上门取送件，在家即可享受到洗
衣服务。莱尔美依曾宣称拥有 21 家门店，并得
到了融资。

O2O
洗衣

用户
质疑

从2月开始就不能下单，“充值的钱不能退
也就算了，连送去干洗的衣物都没有送回来”。

实地
探访

位于武侯区聚龙路的莱尔美依线下门店已更名，但
玻璃门上依然有莱尔美依LOGO

昨天，A股市场延续反弹行
情，沪指上涨24.86点，以3161.50
点报收，涨幅达0.79%，蓝筹股、
白马股表现出较强的上攻动能。
相比之下，中小创反弹力度稍
弱，创业板指数小涨4.53点，以
1856.87点报收，涨幅0.24%。

昨日A股迎来首家独角兽
公司药明康德的上市，这也激发
市场对独角兽概念股的追捧。当
前行情，独角兽与白马股齐飞，
你更愿意选择哪一匹？

作为首只进入A股市场的
独角兽公司，药明康德被寄予厚
望。有投资者甚至预期，药明康
德如果实现连续16个涨停板，中
签一单将盈利超过10万元。受药
明康德上市的刺激，独角兽概念
股再次成为热点，麦达数字涨
停，天华超净、合肥城建等个股
都有较大涨幅。

最近几天，港股市场也迎来
独角兽公司平安好医生（HK，
01833），但上市第二天就遭遇了
破发尴尬，这或许就是港股市场
和A股市场的区别所在。

我认为，A股市场缺的就是
这种独角兽公司，物以稀为贵。
从炒作的角度来看，市场对于这
个概念应该是会去炒的，真正好
的公司，其实也不怕价格高。

再说蓝筹白马股，昨天这一
类个股整体表现强劲。这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前期蓝筹
白马股调整时间、调整幅度都比
较充分了，本身具有反弹要求。
另一方面，市场对A股纳入MS-
CI指数的预期越来越高，A股的

“入摩”行情已经开始预热。

据报道，MSCI将于北京时
间5月15日凌晨公布其半年度指
数调整的结果。中金公司研究部
指出，此次调整对中国市场至关
重要，主要会带来以下两点关键
变化：确定6月份首次纳入A股
的最终公司名单；大幅改变当前
MSCI中国指数包括的海外中资
股成分。到时候，大约将有229只
A股或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
潜在被新纳入的股票主要集中
在年初以来表现较好的板块如
医疗保健、消费品等领域。

另外，昨天金融股对市场的
影响较大，尤其是保险股，中国太
保、中国平安，以及前期跌幅较大
的新华保险，都有较大涨幅。

昨天还有一个热点再度走
强，那就是前期炒作过的海南板
块。消息面上，罗牛山在午间发
布公告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罗牛山马术的“海南国际赛马娱
乐文化小镇”项目已获得《海南
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这
个消息的披露，令罗牛山下午开
盘之后直接涨停。另外，海南板
块中的大东海A涨停，海峡股份
大涨7.32%，海南瑞泽、海南高速
等涨幅都超过5%。对于这个板
块，持有时间长的话，波动起来
会比较难受，所以我觉得可能只
适合短线关注。

后市，沪深300指数可能将
开始为年线而战。至于操作上，
不论是白马股，还是独角兽，我
觉得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只不
过在策略上，白马股更适合中长
线的持有，而独角兽则适合进行
波段操作。 （张道达）

？

在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四侠》中，
人类打败了以吞噬行星而生存 的超
级反派“行星吞噬者”，从而拯救地球。

而在真实的宇宙中，有一种被称
为“蓝离散星”的恒星，“战斗力”远远
超过行星吞噬者，因其可以“吞噬”恒
星，被称为恒星中的“吸血鬼”。

最近，四川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对于蓝离
散星的一项新发现，挑战了天文学界
的对这类天体的传统认知。

只有核坍塌才能产生蓝离散星？
不一定

仰望星空，当大多数恒星度过它
漫长的青壮年期、步入老年后，将首先
变成一颗红巨星，并很快结束生命。但
也有一些“不服老”的奇怪恒星，虽然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但看起来依旧年
轻如壮年，与炽热恒星的特点非常相
近，它们被称为“蓝离散星”。

蓝离散星如何形成？目前天文学
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当一颗恒星不
甘心老去，会寻找另一颗质量较大的
恒星与自己共舞，以一种紧密的结构
互相环绕运行，并吸取其新鲜的燃料
物质，就像“吸血鬼”一样。而另一种永
葆青春的手段是“碰瓷”，直接冲上去
与另一颗恒星正面相撞，两颗恒星“血
肉模糊”地混杂在一起后，涅槃重生。

过去天文学家们认为，蓝离散星
形成是由于星团经历了灾难性的“核
坍塌”事件。“当核坍塌发生时，绝大部

分恒星突然同时落向星团中心，造成
星团会在中心极小的范围内包含大量
的恒星，可想而知，恒星会在核坍塌时
频繁发生碰撞，从而突然间在星团中
产生大量的蓝离散星。”邓李才说。

然而邓李才领导的科研团队，在
一个年轻星团中发现了特殊的蓝离散
星。他们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
数据，对年轻星团NGC2173中的蓝离
散星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核
坍塌”的痕迹，而是首次在这个年轻星
团中观测到了一族不同寻常的蓝离散

星——突然爆发形成的蓝离散星。
该科研团队成员之一李程远博士

解释说：“这个星团的核心看起来非常
普通，恒星的分布非常均匀，实际上，
它们包含的恒星密度甚至远远低于银
河系的球状星团。”

《自然》杂志评述：
挑战了我们的传统认知

今年三月，这项研究成果就发表
于《天体物理学报》上。“对天文学界来

说，这一观测结果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天体物理杂志》的审稿人评述说，“一
直以来，天文学家们认为只有核坍塌才
能让蓝离散星的亮度和表面温度分布
在两条狭窄的恒星带上。很显然，这一
工作直接挑战了这一观点”。

当地时间5月1日，最新一期的《自
然》杂志刊登了对邓李才团队专门的评
述文章。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艾莉
森·西尔斯教授认为：“这一工作挑战了
我们对蓝离散星的传统认知。我们每一
次深入研究星团和它们的恒星，我们总
是会发现更多令人惊奇的现象。”

创办我省首个天文系
将继续研究蓝离散星

该研究也吸引了央视和国内诸多
科学类媒体的关注。“这项研究我们已
经坚持了20多年。”邓李才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早在2014年和2016年，他和团
队对此的研究成果也两次登上相关科
学杂志。而今年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实
际上让该研究领域更为复杂化了，面
临着更多的科学问题和挑战，“所以我
们还会继续下去”。

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邓李才认
为，这体现了四川人对天文的好奇。“然
而多年以来我们都没有天文系。”邓李
才感叹，虽然四川是科教大省，但天文
教育的缺失一直让他感到遗憾。2016
年，西华师范大学联系到邓李才，共同
创办四川省第一个天文系，他也成为该
系首任系主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挑战天文学传统认知
四川籍科学家揭秘恒星“吸血鬼”

大麦云星团NGC2173的合成图，中间的亮星许多就是蓝离散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