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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15期
开奖结果：008，直选：3151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3372注，每
注奖金346元。（16714903.31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15期
开奖结果：00812，一等奖22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63813303.6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日)

体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9115期开奖结果：46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19050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04 06 10 11
21 23 蓝色球号码：0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为您服务
100元一行 每行13个字

广
告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QQ： 2413397691� 、 847451695�

86511885
86621326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温江小陈羊肉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15M�
A62NLUK7X)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老花眼，不戴老花镜也看得清
步入中老年后眼睛晶状体逐渐硬

化、浑浊，老花眼和白内障不可避免的出
现。如年轻时是近视，患上老花眼需准备
两副眼镜更换，诸多不便。四川知名白内
障手术医生艾碧君院长指出，针对患老
花眼、近视和白内障的患者，一次手术可

解决视力问题，术后不用再戴眼镜。
三焦点晶体植入，术后看字毫不费力

96岁王老三年前视力逐渐模糊，做了白
内障冷超声乳化术，植入三焦点人工晶体
后，看小字毫不费力。成都市首批开展三焦
点晶体植入术的艾碧君院长说：三焦点晶体
植入很适合对视觉质量要求较高不想戴眼
镜的中老年人，能获得年轻时全程优视力。
中老年人做白内障手术，费用减免了

四川知名白内障手术医生艾碧君院长
主讲的《全程优视力，点亮新生活》-铂晶三
焦点晶体植入分享会将于5月7日上午9：30
召开。96岁王老将现场分享“养身之道”。

凡报名参加活动的中老年人，免挂
号费和四项基础检查费，赠送精美伴手
礼一份。经检查符合白内障手术指征的
患者，可享受300元-1200元费用减免。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看不见、看不清、
流泪、眼痒、眼干涩、眼胀痛等症状，可通过
拨打028-69982575报名参加活动。

快报名！028-69982575

中老年人看眼病
费用减免了

三焦点人工晶体植入，近视、老花眼、白
内障一站式解决

记者注意到，在多个权威媒
体的报道中，赵步长、赵涛父子的
起家史都被“神”化，且部分细节
有所出入。

据《证券日报》报道，1992
年，在新加坡期间，赵涛用自己
的医术90天赚了90万美元，这
是他人生第一桶金。随即，他用
90万美元与父亲一起创业，成
立步长制药。

而中国青年网的相关报道
《善步者长：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
的“中庸之道”》对这90万美元有
了更详尽的报道。

报道称，赵步长和赵涛父子于
1991年应邀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
全球中医结合会议。会议期间，组
委会安排了一次中医针灸治疗，赵
涛给已经瘫痪在床6年的刘亚美做
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后，刘亚美奇
迹般地从病床上下来走路了。随
后，有4000多人慕名前来求医，赵
涛在三个月内赚了90万美金。

记者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
起，步长制药就很注重宣传营销。

据《证券日报》报道，在步长
制药创办之初，公司的月回款仅
有8万元。到1994年，步长制药开

始着手打广告，花了200万元的广
告费，之后企业的月回款达到了
200万元。1994年，步长制药的总
收入为500万元，而到1996年，步
长制药的销售额就达到了4亿元。

另外，记者翻阅步长制药
2018年年报发现，其销售费用为
80.36亿元，其中，用于渠道及宣
传的费用为1.77亿元，市场、学术
推广费及咨询费高达74.86亿元。

而相比其他同类型企业，云
南白药在2018年度的销售费用
为39.22亿元，且无所谓的“学术
推广费及咨询费”，对于该项费

用，步长制药在财报中并未给出
具体解释。

其中，仅在心脑血管领域，步
长制药通过脑心通胶囊、稳心颗
粒、丹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四
个独家专利品种，在2018年的合
计收入达到91.43亿元，占全年总
营收的66.91%。

据其2018年年报，步长制药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36.65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8.88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图据东方IC

四川巴中至深圳银川
新开航线 票价低至230元

5月2日12：41，随着ZH8403航班
搭载154名旅客缓缓降落在巴中恩阳
机场，标志着深圳-巴中-银川航线首
航成功。这是四川交投九寨黄龙机场
公司运营管理的巴中恩阳机场自2月3
日正式通航后，开通的又一条新航线。

该航线由深圳航空公司空客A320
机型执行，每周三班（周二、四、六）。去
程为深圳-巴中-银川ZH8403航班，
10：05从深圳宝安机场起飞，12：45抵
达巴中恩阳机场；13：35从巴中恩阳机
场起飞，15：20抵达银川河东机场。返
程为银川-巴中-深圳ZH8404航班，
16：10从银川河东机场起飞，17：50抵
达巴中恩阳机场；18：50从巴中恩阳机
场起飞，21：35抵达深圳宝安机场。

深圳往返巴中航线单程经济舱全价
1780元，巴中往返银川航线单程经济舱全
价1130元。目前，从相关售票平台可查询
到深圳飞巴中低至5.9折1050元的机票，
巴中飞银川低至2.1折230元的机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5月2日消息，据《洛
杉矶时报》、《每日邮报》等
多家外媒报道，在近日持
续发酵的美国大学招生丑
闻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
步长制药的董事长赵涛及
其女儿也被卷入其中。

上述外媒报道称，赵
涛花费650万美元使女儿
Yusi 'Molly' Zhao（以下
音译为“赵雨思”）进入斯
坦福大学就读。目前，其已
被斯坦福大学开除。

5月2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尝试联系步
长制药，其药事总监表示
对此事不知情；同时，记者
尝试拨打步长制药董事会
秘书电话以及官网公开电
话，均无人接听。

每日邮报报道称，斯坦福
大学的帆船教练 John Vande-
moer于3月12日出庭受审。在庭
审中，关于赵雨思的细节第一
次被曝光。

法官表示，2017年年底，中间
人 辛 格 给 了 帆 船 教 练 John
Vandemoer一份申请表，作为运
动员招募程序的一部分，辛格伪
造了错误虚假的运动员档案，让
人相信这名申请者就是一名真正

的帆船运动员。
“即便John Vandemoer没有

以任何方式帮助赵雨思，但申请
者伪造的帆船运动员信息成了她
最终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部分原
因。”法官还指出，在赵雨思被录
取后，辛格向KWF慈善机构提供
了50万美元。这笔钱将用于斯坦
福大学的帆船项目，由帆船项目
教练决定如何使用。

同时，据上述外媒报道，赵雨

思2017年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她
所学习的专业为心理学和东亚研
究，并希望在未来进入中国政府
工作。在该丑闻曝出后，斯坦福大
学立即采取行动，于3月末开除了
赵雨思。《斯坦福日报》报道了一
学生于3月30日被开除的事情，未
指明该学生为赵雨思，但所给出
的开除理由为在个人申请中提交
了虚假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发酵

以后，有网友发现名字同音的赵
雨思于2017年曾在斗鱼平台直
播，以“美国高考状元”的头衔分
享考上斯坦福大学的经历。目前
尚未能够证实两位赵雨思是否为
同一人。

对于该事件，记者于5月2日
尝试联系步长制药，其药事总监
表示对此事不知情；同时，记者尝
试拨打步长制药董事会秘书电话
以及官网公开电话，均无人接听。

伪造的帆船运动员信息 促成赵雨思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据步长制药2018年年报披
露，53岁的赵涛为步长制药董事
长，国籍为新加坡，有二十余年
的医药行业工作经验，具备丰富
的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目前赵
涛还兼任步长（中国香港）董事、
首诚国际（中国香港）董事和大
得控股董事等职务。

记者注意到，步长制药为家
族企业，最初是由赵步长、赵涛父
子共同创办。目前，赵氏家族中有

多位进入步长制药任职。
据证券日报于2018年8月报

道，除了赵步长的长子赵涛，其
二儿子赵超目前担任步长制药
总裁，大女儿赵骅任采购副总
裁，小女儿赵菁2012年起任公
司董事，2017年起任公司副董
事长。而据步长制药财报披露，
赵骅为赵涛姐姐，赵菁为赵涛
妹妹。

而据《商界》报道，赵步长

曾 为 家 人 们 制 定 了 严 格 的 家
规：重大决策家族成员集体发
表意见，日常管理各负其责，
不许插手职权以外的部门；每
名 家 族 成 员 只 能 提 供 一 份 工
作，根据各自能力大小安排不
同 的 岗 位 ；家 族 成 员 违 反 规
定，加倍处罚。

在家族壮大至第三代以后，
步长制药现任实际控制人赵涛又
设立了一条家规。

据《中国慈善家》报道，赵涛
要求家族的第三代成员每两年必
须参加一次“共铸中国心”活动
——系赵涛发起的“共铸中国心”
基金活动。

该报道称，赵涛的女儿赵雨
晨在2016年参加“共铸中国心”活
动时曾提出要为一所学校捐赠30
台电脑。

目前，记者尚无法证实赵雨
晨与赵雨思的关系。

步长制药为家族企业 家族多人在里面任职

被“神”化的起家史 三个月内赚了90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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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巨亏10亿，老员工还原始末：
和小米对标是“以卵击石”

一边是欠薪情况还未解一边是欠薪情况还未解
决决，，另一边集团年报却曝出更另一边集团年报却曝出更
多问题多问题————44月月2626日暴风集团日暴风集团
发布的发布的20182018年报数据显示年报数据显示，，去去
年公司实现营收年公司实现营收1111..2323亿元亿元，，同同
比下降比下降4141..3434%%。。归母净利润亏归母净利润亏
损高达损高达1010..99亿元亿元。。年报的数据年报的数据
中解释中解释，，暴风集团亏损的主要暴风集团亏损的主要
原因来自于暴风原因来自于暴风TVTV的亏损的亏损。。

暴风集团已经自顾不暇暴风集团已经自顾不暇，，暴暴
风风TVTV的处境更加艰难的处境更加艰难。。近日有近日有
该公司员工向记者爆料该公司员工向记者爆料，，公司内公司内
部已经开始甩卖测试机……部已经开始甩卖测试机……

变化来得太突然变化来得太突然。。去年去年44月月
时时，，暴风集团暴风集团CEOCEO冯鑫公开为冯鑫公开为
暴风暴风TVTV站台站台，，认为其重要程度认为其重要程度
超过了此前暴风超过了此前暴风““铁三角铁三角”。”。但但
仅过了一年仅过了一年，，不光是暴风不光是暴风TVTV，，
集团也是负面频出集团也是负面频出。。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此前红星新闻此前
持续关注暴风持续关注暴风TVTV的情况的情况，，但暴但暴
风集团及暴风风集团及暴风TVTV一直未就相一直未就相
关问题予以回复关问题予以回复。。在采访过程在采访过程
中记者了解到中记者了解到，，老员工们普遍老员工们普遍
认为暴风认为暴风TVTV走下坡路的主要走下坡路的主要
原因在于策略问题原因在于策略问题：：既有盲目既有盲目
扩张的失误扩张的失误，，也有资金不够却也有资金不够却
烧钱的失策烧钱的失策，，而近几年彩电行而近几年彩电行
业的整体下跌更是成了压垮暴业的整体下跌更是成了压垮暴
风风TVTV的稻草的稻草。。

打补贴战：
靠亏损抢占市场

曾计划三年内销量达1000万
台，但最终仅卖出235万台

时间回到2016年，成立一年
的暴风TV正是当下投资者关注
的焦点。

当年8月，暴风TV获得了成立
后的首轮融资2亿人民币，融资后公
司估值为20亿人民币，创下了一年
时间估值增至4倍的互联网电视融
资和估值增长速度新纪录。

2016集团年报显示，硬件销售
（主要是暴风TV）收入过9亿，占营
业 收 入 的 55.68% ，同 比 增 长
597.18%。表面看确实是高速增长，
但高速成长却是以亏损为代价。

当年也有媒体对暴风TV的模
式在竞争中能否获得优势存疑，特
别是在当年国内彩电销量逐年下
滑、彩电均价仍在下降等背景下。有
业内人士曾认为，即使暴风TV持续
打补贴战，其前景并不乐观。

尽管如此，暴风集团CEO冯鑫
认为“仍有机会”，他曾表示暴风TV

对 标 品 牌
就 是 乐 视
和小米。

翻 看

暴风集团2016年-2018年财报，销售商
品的毛利率分别为-15.29%、-7.15%、
-31.97%。暴风TV依然逃不开卖一
台亏一台的困局。

超出他们预计的还有销售总
量。暴风TV曾计划三年内实现1000
万台的电视销量，但这个数字最后
实现的只有235万左右。

无解难题：
出厂成本始终比别家高

同样的开模费，暴风TV销量却
不够，而且没有自己的生产线

亏损是暴风TV一直无解的难
题。尽管暴风TV在业内普遍被认为

“售价不低”，很多型号同一尺寸比
创维海信等售价更高，但仍无法缓
解亏损困局。售价高却仍亏损，意味
着成本比别家也要高出不少。暴风
TV CEO刘耀平曾透露，暴风TV刚
起步的时候曾将平均获客成本定在
了240元，结果2016年由于核心部件
特别是屏幕成本的上涨，最后没有达
到预期目标。

老员工江和告诉记者，暴风TV
的电视出厂成本比其他品牌都要高
几百块，原因是，同样的开模费，暴
风TV销量却不够。江和表示，不同
型号的彩电开模费在几百万到上千

万元不等，但暴风TV每个型号最多
卖个8万、10万台，均摊下来成本就
是几百块。这个成本与老彩电品牌
完全无法抗衡。

另一方面，由于暴风TV没有自
己的生产线，代工厂每生产一台暴
风TV，都要收取百余元的代工费。
而其他品牌因为有自己的生产线，
不但产量高，成本也跟着拉低。

与同为互联网品牌的小米相
比，暴风的差距也很明显。“主要还
是销量，小米销量大，模具费成本拉
低到跟传统品牌差不多了。”

暴风和小米对标是“以卵击石”
品牌溢价能力相对更弱，又没

有造血能力，一句话就是“小米电视
亏得起，暴风电视亏不起”

不断亏损的现状也在透支着投
资人与合作方的耐心。老员工小夕
透露其中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此前
暴风TV可以从工厂欠钱提货，但
2018年以来必须先打款，工厂才会
投入生产，提货要更往后拖。

记者此前报道，缺货是暴风
TV的现状。背后直指产能问题。
根据2018年集团年报数据显示，
其 生 产 量 较 17 年 出 现 了 高 达
48.12%的缩减。同时库存量缩减

86.24%，意味着在没有增量的情况
下，暴风TV只能不断清出自己的
库存。这也说明了很难有资金融
入投向生产。

2018年暴风TV更是“殊死一
搏”。频频用价格战主打“极致性价
比”，同时强调“最大的对手还是小
米”，意欲死磕小米电视。

多数员工认为，暴风和小米对
标是“以卵击石”。小米此前未做线
下也成了节省成本的方式。“我们运
营成本亏二三十个点，人家没有这
个亏损，就可以把这部分成本摊到
电视上。”江和表示。

2018年冯鑫宣布“all for TV”，
围绕电视进行转型。资深产业经济
观察家梁振鹏认为这一步没错，只
可惜“时运不济”，“电视行业在2017
年、2018年全行业出现下跌，2019年
仍在下跌，在这种彩电行业不景气
的情况下，暴风转型很艰难。”

电视的利润太低、竞争又非常
激烈，而暴风TV品牌溢价能力相对
更弱，又没有造血能力，一旦资金链
断裂，很难继续生存。除非有一个强
大的母公司做支撑。

但暴风集团显然无法肩起这一
重任。梁振鹏表示，一句话就是“小
米电视亏得起，暴风电视亏不起”。

（文中江和、小夕均为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北京报道

步长制药董事长卷入
美高校招生舞弊风波
步长制药药事总监：对此事不知情

花650万美元送女儿进斯坦福？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
盖里尼 2 日代表欧盟发表声明，对美
国自2日起允许实施“赫尔姆斯-伯顿
法”第三条的全部内容深表遗憾，欧盟
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解决“赫尔姆
斯-伯顿法”带来的影响。

声明说，美国此举违反了在1997
年和 1998 年欧美协议中所作出的承
诺，将导致大西洋伙伴关系不必要的摩
擦，破坏双方互信、引起不确定性。欧盟
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解决“赫尔姆
斯-伯顿法”带来的影响，包括在世界贸
易组织框架内主张权利、使用欧盟的

“阻断法案”等。欧盟还将与其他在这一
领域表示担忧的国际伙伴共同合作。

所谓“阻断法案”是一项欧盟法
律，旨在阻断美国的单边制裁在欧盟
境内发生效力。

4月1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古巴对西半球国家的所作所为直接威
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古巴支持委
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等行为。从5月2日
起，美国将允许实施“赫尔姆斯-伯顿
法”第三条的全部内容。

美国 1996 年通过“赫尔姆斯-伯
顿法”。根据其第三条的相关内容，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些美国公
司和个人财产被古巴政府“没收”，美
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法院向使用这些
财产的古巴实体以及与其有经贸往
来的外国公司提起诉讼。这一度引起
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据新华社

欧盟称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反制美国
“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

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

五一小长假进入第二天，恰逢雨后
艳阳，清新的空气和凉爽的气温，让市
民和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哪条线路最受
青睐？天府绿道、川西林盘、天府古镇、
精品民宿等旅游业态成为了今年五一
小长假的最火打卡地。来自成都市文广
旅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乡村旅游人气最
旺，截至昨日下午17时，三圣花乡接待
游客9.05万人次，迎来旅游小高峰，市民
纷纷前来踏青、赏花、休闲、娱乐，体验
特色民宿、欣赏艺术作品、学习国学艺
术、购买花卉、打卡网红圣地等。

同时，青白江凤凰湖湿地公园、杏
花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林盘景区等
自然风光，城厢古镇、区博物馆、田园广
场等休闲观光，房车度假营地、乡村咖
啡、已开放的凤凰绿道、陆港绿道、长流
河绿道等特色旅游线路及沿线美食美
景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双流古镇观光
与田园休闲体验、海滨城、空港花田等
线路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成都各大古镇的人气也不低，从接
待游客数量上来看，黄龙溪迎来8.5万人
次游客，洛带古镇8.0万人次，平乐古镇
7.5万人次，街子古镇7.32万人次。成都
市内景区中，宽窄巷子接待游客6.11万
人次，锦里接待游客7.19万人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五一假期乡村游人气旺
三圣花乡单日接待游客
超9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