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看到，影城贴着
一张“爆米花售完，只有饮料”的提示单。门店的冰箱也空空如也，只
有一台可乐机还在工作。

记者调查发现，成都多家星美影城的影院都无新片放映，无法线
上购票，仅有两三家影院还在正常营业。

不仅在成都，星美影院在外地的运营也被媒体曝出遇到问题。诸多
业内人士认为，星美控股（00198，HK）扩张太快，负债太多。近日，星美
控股的实控人覃辉还受到证监会处罚，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有人说，爆米花是电影院
最赚钱的业务。这一说法被各
大上市公司的财报所验证。

万达电影（002739 ，SZ）
财报显示，2014年商品销售总
收入约6.31亿元，爆米花就占
了卖品利润的72%；横店影视
（603103，SH）3月披露的财报
也表明，2017年该公司净利润
3.31亿元，其中以爆米花为主
的商品利润就达1.86亿元，几
乎是电影放映利润的两倍。

而9月10日晚，成都商报记

者在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却
发现，影城贴着一张“爆米花
售完，只有饮料”的提示单。记
者发现，门店的冰箱也并无瓶
装饮料，只剩下一台可乐机还
在工作。整个大厅只有一两个
客人、三四个工作人员。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排片。为
什么没有排片，该工作人员回
答，“影院正在做一些调整”。

记者注意到，这家位于双
流的星美国际影城正在放映
的四部电影是《血滴子》《疯狂

丑小鸭》《他是一只狗》和《足
球王者》。前两部的上映时间
分别是2012年和2016年，后两
部虽然是2018年8月上映的新
片，但在豆瓣因为评论人数不
足而“暂无评分”。

随后，记者前往位于成都市
高新区环球中心的星美国际影
城，这家影院正在上映《碟中谍
6：全面瓦解》，但晚上七点，记者
在购票APP上发现，晚八点左右
放映的该电影，只卖出6个位置。
在卖品区只有两位工作人员。

星美影院的网络购票APP
“星美票务”显示，在成都主城
区，一共有12家星美国际影城。

9月11日，记者登录购票平
台发现，目前仅有成都锦江店、
成都上风港店、成都金堂店和成
都蒲江店有影片信息。成都锦江
店、成都上风港店和成都蒲江店
在放映《碟中谍6：全面瓦解》和

《蚁人2：黄蜂女现身》。成都金堂

店放映的是旧电影。其余8家电
影门店都显示“该影院暂无场
次”。前一天（9月10日），记者还
通过此票务平台查询到了戛纳
店与环球中心店的影讯，仅一天
之后，便没有了电影讯息。

为此，记者致电了星美国
际影城环球中心店，工作人员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线购票
平台没有影片信息是因为影

院系统在进行“升级”。“如果
想要看电影，可以直接去门
店，门店里会放映‘随影片’，
就是一些经典影片，但是线上
没有具体的影讯。”

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
的星美影院也存在类似的情
况：网上购票无影片信息、放
映经典电影，甚至有影城停止
营业即将撤场。

5月，《每日经济新闻》曾报
道星美拖欠员工的薪资：不是
不发工资，而是“出了名的晚
发”。一位受访者称“经历过最
长的拖延，是3个月不发工资。”

成都商报记者在星美环球
中心店看到了“招聘信息”，通
过招聘信息联系到星美的人事
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资金周转等原因，前几个月公
司的确存在拖欠薪资的情况，

“但随着资金情况的好转，之前
的薪资都逐渐发出来了，没有
网上说的那么严重。”

有消息称，无法上映新片
与拖欠分账款有关。从2016年
开始，星美旗下影院因拖欠分
账款无法获得新片密钥的情况
就偶有发生。今年5月，《复仇者
联盟3》热映时，星美影院并没
有第一时间放映，也是因为星
美拖欠进口片票房分账款。

7月20日，“北京政法”发布
的一则微博显示，北京海淀法
院对星美开出100万元的强制
执行“罚单”，原因是账上有
钱，却不还对周某的欠款。据
悉，此罚款系海淀法院出具的

最高罚款。据界面报道，北京
回龙观星美影城、望京星美影
城、济南星美美莲影城、青岛
星美东方城店均因拖欠物业
费或租金被迫停业。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
示，星美旗下多家子公司被
列入失信名单。包括星美影
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星美正大影城有限公司、抚
州星美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北 京 星 美 影 视 发 行 有 限 公
司、北京望京星美国际影城管
理有限公司等。

实地探访“爆米花售完，只有饮料”

线上购票 8家店“无影片信息”

花式欠款 欠薪资、欠分账款、欠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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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曾宗禄遗失郫都区红光镇红
高路88号龙城国际一期-2-2297
车位购房发票。
●高新区金五门火锅店遗失发
票代码051001800107， 发票号
29846701，29846417，29846501，
29846517特此声明作废。

●新津县三号桥河鱼庄营业执
照正本 （注册号：5101326001�
82645）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纪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和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J6510002475105遗失

●四川省新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在中国银行成都航空路支
行的开户许可证（账号：123922
283334，核准号：J65100489214
01）遗失，声明作废
●许德君残疾证号5125011981�
0503032121遗失作废。

●雷开军于2018年9月10日遗失
身份证，证件号：5101081981042
71212，声明作废
●成都春晖暖通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证号D251424184，声明作废

●金牛区旭盛金属制品经营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
0106601482203，声明作废。
●金牛区旭盛金属制品经营部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62
2301197904150063，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店 铺
●出租锦江区宏济上路136号
商铺246.03平方米84340709李

俗话说，人老眼先老，这是生
理上的一个自然退化现象，谁都
无法避免。但眼疾除了关乎视力，
还与全身健康、生活质量息息相
关。很多老年人觉得“看东西模糊

了”，出现眩光、复视等症状，他们
不知道其实自己可能患上了一种
眼病——白内障。

据白内障专业医师巫雷介
绍，白内障致盲率高，如果出现视
物不清、视力下降、重影等症状，
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

众所周知，手术是治疗白内障
的有效方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
白内障手术已经进入“焕晶”时代，

在实现拥有看远、看中、看近全程
视力的前提下，还能够看得更加清
晰和舒服。

那么，到底什么是白内障？白
内障有什么危害？该如何治疗？如果
有白内障合并有近视、散光、老花，
有没有更加科学全面的治疗方案？

9月16日（周日）上午9点半，
2018焕晶白内障专业医师见面会
将在成都举办，为帮助广大白内
障患者扫清“障”碍。现场不仅有

中外眼科医师一起讲解你关心
的白内障问题，还可直接观摩
白内障手术全过程。

活动福利：
1、国际白内障医师讲座及

咨询，白内障术前基础检查免
费，白内障手术费单眼援助200~
1300元，到场即获赠精美高档餐
具一套，术后获赠价值300元偏
光镜一副，更有机会抽取价值
8000元的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

2、讲座时间：2018年9月16日（周
日）上午9：30

活动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拨
打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 2575即可参与报名。

火热报名中！
白内障专家见面会
本周日举行

看到两部委下发的通知，让人
甚是欣慰：这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
对网约车严厉整顿，既是对两名遇
害的年轻女乘客灵魂的安抚，更将
保障广大网约车乘客的安全；尽管
这种对广大乘客的爱显得有点迟
到，但总是一种积极可喜的变化，广
大民众都应对两部委出台的这个

《通知》加以高度称赞。
说实在话，网约车之所以出现

种种乱象，都是网约车行业野蛮无
序发展的结果。过去由于监管制度
缺失和监管不到位，网约车平台只
顾追求扩大业绩，把安全置于脑后，
对司机背景审核流于形式，且在一
些安全应急措施上也非常不到位。
乘客对一些司机的投诉得不到及时
回应，比如杀害温州美女的司机就
曾受到过投诉，但问题却没有得到

及时制止，最终惨剧发生，实在令人
扼腕叹息。

9月10日这个《通知》的面世，是
用鲜血换来的，的确来之不易。且

《通知》的内容读后也让人颇感顺
气，它对网约车规范管理及对乘客
安全做出了严格的制度性安排。比
如对从事或申请从事私人小客车合
乘服务的驾驶员一律进行背景核
查，对现有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
乘服务的驾驶员进行一次全面清
理，2018年12月31日前全面清退不
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并基本
实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
员合规化。再比如加强乘客信息保
护，防止泄露隐私，严格规范派单管
理，不得向未经背景核查的驾驶员
派单，并要在派单前应用人脸识别
等技术，对车辆和驾驶员一致性进

行审查及遇到安全隐患时的报警机
制等，可谓将安全防范措施覆盖了
网约车服务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
必要的，也是广大民众热切企盼的。

但笔者想说的是，为了保障乘
客安全，实行严格的清理整顿是对
的；然而整顿的目的既是为了安全，
也是为了公众出行的方便，不能把
安全与出行方便对立起来，为了安
全牺牲了方便或者为了方便不要安
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眼下整顿网约车亟须处理好两
者的关系，防止出现“一管就死”现
象，这尤其考验监管当局的执政智
慧、能力及技巧。就在滴滴整改第一
夜，全国多个大城市重新回到打车
难、司机绕路甚至不打表的年代！让
一些经过一天辛苦工作的人再来为
打车纠结和等候，再经历打车难这

种倒退，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因而，监管部门应及时洞察整

顿网约车之后出现的这种无奈的现
实困惑，充分理解民众不愿再回到
只有的士而没有网约车的时代；更
要了解民众既追求网约车方便快捷
又需要网约车安全的双重交通目
标。这必然要求监管部门在整顿中
把网约车安全与民众乘坐方便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做到在二者之间
平均用力，防止发生偏废。否则，整
改便失去了其应有之义，也会偏离
大众的真切期望。

从当前看，监管部门应从三方
面努力促成网约车安全与出行便捷
目标的实现：一是各部门形成整改
合力，通力协作，及时妥善解决好网
约车整顿的一切问题，力争快马加
鞭，缩短整顿时间，尽快在安全基础

上确保民众出行以便利。同时，可考
虑采取整顿一批、合格一批就允许
其进入网约车平台接单的方式，确
保网约车服务不中断，为民众提供
尽可能的方便。二是监管部门合力
督促网约车平台积极配合整改，按

《通知》要求抓紧落实各项整改措
施，切忌打马虎眼虚于应付，确保每
一位司机都是经过认真审核的可靠
之人。三是监管部门加强与网约车
平台的联系沟通，消除监管与被监
管之间的误会或摩擦，督促网约车
平台树立规范安全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的理念，消除网约车平台
利益短视行为，自觉接受监管部门
的监管，形成监管与被监管之间良
性互动的网约车监管生态，推动网
约车健康发展，使网约车真正成为
民众放心安全的交通工具。

整顿网约租车应避免两个极端
□ 莫非（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中国知名财经评论家）

【背景：9月10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简称“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
合乘（简称“顺风车”）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行业安全大检查，并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对从事或
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一律进行背景核查，确保网约车驾驶员符合条件，从即日起至年底前，加快清理网约车平
台上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并规定在完成隐患整改前，无限期停止“顺风车”信息服务（9月11日《新京报》）。】

不能把安全与出行方便对立起来，为了安全牺牲方便或者为了方便不要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昨日，沪指前期低点2653点成
为历史，盘中最低跌至2652.70点，
创下近两年半来新低，随后大盘略有
回升，但最终还是下跌4.68点，以
2664.80点报收，而沪市成交额更是
跌破千亿大关，全天仅成交968.8亿元。

昨天整个一上午，达哥所在的QQ
群、微信群都非常冷清。身边做投资的
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谈论与股市有关
的话题。在一片寂静中，大盘一路向下，
跌破2653点，最终，沪指收出了阴十字
星，成交创地量。

昨天的盘面给我的感觉是，大家
都麻木了。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网络段子或是其他一些传闻。

昨天，有个传闻说，上市公司杭
锅股份的董秘被打了。打人者是前往
杭锅股份调研的研究员和私募基金经
理。我赶紧打开杭锅股份的月K线图
看了看，该股从去年9月到今年6月底，
连续10个月的月K线收阴。今年7月略
有反弹，但8月和9月继续下跌，目前已
经跌破6元，而今年1月，该股的股价还
在10元上方。随后杭锅股份董秘向媒
体澄清了这个传闻，并说这只是一个
玩笑，不过被误传了出来。

昨天，钢铁股板块被重创，还引
发钢铁期货大跌。A股市场上，马钢股
份跌停，新钢股份、韶钢松山跌幅超
过9%；华菱钢铁、鞍钢股份、三钢闽
光跌幅都超过8%，整个钢铁股板块
大面积下跌。

以上，就是当前股票市场的生
态环境，除了段子与传闻，几乎没有
剩下什么了，没有多少人聊股市，很
少有人还在看行情，既不愿意抛售，
也不愿意抄底。

昨天，我看到兴业证券首席分
析师张忆东的一篇文章，简单分析
一下他的观点：中短期要保守一点，
做任何投资，风险敞口尽量小，千万
不要去借钱，千万不要加杠杆。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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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指创两年半新低
大家都麻木了？

9月10日晚间，360鲁大师控股有
限公司在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与近
期部分企业亏损赴港上市不同，这家
从成都软件园孵化出的企业在2017
年度收入1.23亿元，年内股东应占净
利润5330万元，有较好的盈利。

招股书显示，股权及企业架构
上三六零科技全资持有的诚盛约持
股41.37%，嵩恒网络间接全资持有
的 Songchang International 约 持 股
23.64%，田野全资持有的大师控股
约持股26.67%。

据媒体报道，成都奇鲁科技于
2010年被奇虎360收购，其后2017年
获得1.125亿元融资。招股书披露，
鲁大师主要运营公司为成都奇鲁，
上市实体360鲁大师控股有限公司
则成立于2018年2月，注册地为开曼
群岛，主要从事投资控股。

软件产品“鲁大师”是一个专门
为PC和智能手机提供硬件和系统
评测及监控的软件。该公司利用用
户流量通过广告和游戏变现，并通
过电子设备销售实现扩张。根据弗
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截至2018年6
月，鲁大师的每月活跃用户约为
9750万人次。

也许处于静默期，记者电联成
都奇鲁科技并未得到回应，但招股
书披露的诸多数据也展示了四川数
字产业的诸多发展趋势。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杨程

星美危机？
爆米花都不卖了

爆米花业务被称为电影院的“印钞机”。
从诸多上市公司的财报来看，爆米花业务

是影院最赚钱的业务之一。

8月31日，星美控股发布了2018年中
期业绩公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6个月
实现收益24.48亿港元，同比增加8%；毛利
8.83亿港元，同比增加14%；净利润为3.01
亿港元，同比下滑2%。

成都商报记者比较了星美控股和万
达电影、中国电影（600977，SH）、横店影
视、橙天嘉禾（01132，HK）等院线股的年
中报后发现，星美控股的营收和净利均排
在万达影视与中国电影之后，位列第三。

星美控股对标的，一直是行业龙头万
达电影。近年来，星美控股一直进行“疯狂”
的扩张。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星美债台高筑
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2013年，星美还只
有83家影院、582块荧幕。到了2017年，星
美影院达到365家，屏幕2290块。根据星美
此前披露的计划，今年还会推动“一县一

院”战略，年底影院总数要达到450家。
一方面，星美控股大肆扩张，另一方

面，票房收入却并没有稳定增长。中报中，
星美2018上半年的票房收入为9.95亿元，
而据一季报，第一季度的票房收入为6.2
亿元，也就是说，第二季度的票房收入只
有3.75亿元，与上季度相比下跌约40%。

此时，来自中报的数据，星美控股账
上银行结余及现金仅剩下7274.4万港元，
而星美需要维持6000多名全职员工的人力
成本和300多家影院的日常运营。

9月5日，证监会网站披露一则市场禁
入决定书显示，宁波圣莱达电器董事长胡
宜东等人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和
虚构财政补助，虚增公司收入和利润。其
中，星美控股的实控人覃辉被5年禁入证
券市场。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4年，影院从83家增加到365家，年底要达到450家

星美控股账上只剩7000多万港元

疯 狂 的 扩 张

戛纳店大厅只有一两个戛纳店大厅只有一两个
客人客人、、三四个工作人员三四个工作人员

““前几个月的确存在前几个月的确存在
拖欠薪资的情况拖欠薪资的情况””

88家门店在购票家门店在购票APPAPP显示显示
““该影院暂无场次该影院暂无场次””

99月月1010日日，，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贴着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贴着““爆米花售完爆米花售完，，只有饮料只有饮料””的提示单的提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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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软件园孵化
鲁大师赴港冲刺I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