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

责编 戈萍 美编 陈亦乐 杨培央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5

■销售平台联联周边游承诺退款并称也在维权
■记者微信登录嗨影小程序显示已暂停服务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嗨影到底“跑没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查询到，网上5天（8月9
日）前曾有报道称“目前
嗨影公司被透露已经关
闭，无工作人员”，并附上
嗨影大门紧锁的图片。

事实上，早在6月初，
网上就出现过投诉——

“嗨影虚假宣传，套路诈
骗，客服向我兜售嗨影卡
购买后使用几次就封卡
并迟迟不予解决。”次日，
嗨影还在该平台回复投
诉者并留下联系方式：
400-1520-568。但 记 者
拨打该电话，显示无法接
通。记者微信登录“嗨影”
小程序，也显示“已暂停
服务”。

记者进一步查询到，
嗨影是上海言善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从

“天眼查”网站上看到，该
公司主页还循环播放着
许多热点新闻，如“嗨影
客服无人处理，存在欺骗
行为”；“购买嗨影1699元
三年100次观影卡无法购
买电影票”等。

而在该公司注册地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王
圩东路1528号5幢108室）
第二季度消保委消费投
诉分析中，也有关于该公
司的9条投诉。

据悉，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陈玉坤，旗下只有
这一家公司，公司2018年
12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
900万元人民币，其经营状
态为“存续”，经营范围主
要是从事计算机科技专业
领域内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转让及票务代理等。

记者还发现，该公司
在最近（2019年8月6日）
曾进行过一次股权变更，
法定代表人由金鹏变为
陈玉坤，投资人（股权）由
之前的罗丽、金鹏、许萍
变更为陈玉坤与廖德，两
人股份各占50%，各认缴
450万元人民币。在“天眼
查”中，廖德被疑似为实
际控制人。

为何要进行变更？与
嗨影卡无法使用是否有
关联？个中谜团仍有待嗨
影方面给出解答。

昨日上午，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致电联
联客服，其表示，“退款人很多，我自己的都
还没退。”之后，便指导记者该如何退款。

中午，记者又来到联联（成都）位于成
都天府三街的公司。对此事，联联周边游
副总裁尚丹丹表示很“头大”，并称会对已
购买的用户“负责到底”。

据联联（成都）地方联科技成都有限公
司售后服务负责人王女士介绍，这个事情
是从上周三（8月7日）开始的，“有客人反映
用嗨影卡看电影很不稳定，我们联系嗨影
方，他们表示系统对接出了问题。”为了不
耽误客人，所以联联开始着手退款一事。

尚丹丹介绍，联联第一时间安排了退
款事宜，目前全国购买该卡的用户已全部
短信通知完毕。但因为全国售卖的量比较
大，“其中，成都和上海比较集中，仅成都就
售卖了2万多套。全国有10万套，涉及金额
约2000万。”由于体量太大，大批量集中式
退款，全国仅有的100多名售后人员完全支
撑不了，所以就出现了“售后电话打不通”、

“客服人员联系不上”等情况。“事实上，退
款一直在进行。截至目前，全国已退了几百
万，有2万～3万用户已收到退款。”

她表示：“现在大家通过联联所发短信
中的链接，提交正确的信息之后，即可耐心
等待退款。”后台已升级处理速度，就目前
进度来看，全部退款预计将在本周内完成。

四川1～7月环境空气质量通报
成都优良天数率同比上升8.9%

连日热力四射的阳光、瑰丽的彩霞让
人愉悦，那今年四川的环境质量到底如何？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
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1～7月，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总体改善，全省优良天数率为88.8%
（未扣除沙尘），同比增加2.6个百分点；雅安、
广元等9个市州的优良天数率超过90%。从成
都平原地区来看，优良天数率同比增加3.7个
百分点，绵阳表现最出色，优良天数率同比上
升9.5%，成都紧随其后同比上升8.9%。

从主要污染物看，1～7月，全省可吸入颗
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54.6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7.6%。其中成都平原地区同比下降
12.5%，川南地区同比下降9.2%，川东北地区同
比下降1.9%。全省未达标城市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40.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其中成都平原地区同比下降4.3%，川南
地区同比上升0.5%，川东北地区上升6.9%。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7月，部分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反弹。全省共有17个市（州）可
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但达
州、巴中两市同比上升明显，达州市上升
12.8%。巴中、资阳、泸州细颗粒物（PM2.5）平
均浓度同比上升明显，升幅分别为19.9%、
19.7%、16.7%。巴中市优良天数率同比下降
4.2个百分点。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建议各市（州）对照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认真分析工作成效和不足，切实采
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空气质量反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合唱交流彰显专业
天籁童声唱响云端

8月13日、14日，“熊猫之声”2019成都
（国际）童声合唱音乐周好戏继续上演，两场
中外合唱交流论坛和专场合唱音乐会在中
国-欧洲中心音乐厅（云端）成功举行。

8月13日举行的中外合唱交流论坛上，主
办方邀请到美国犹他州音乐教育者协会、犹
他 州 ACDA 董 事 会 合 唱 团 负 责 人 Peter
Steenblik博士为各合唱团指挥作交流讲学。
14日的论坛则请到了四川音乐学院合唱教研
室主任、指挥研究生导师、成都（国际）童声合
唱音乐周首席专家艾明副教授作交流讲学，
来自哈尔滨、成都以及爱沙尼亚、韩国的中外
童声合唱团进行了合唱教学展示交流等。

两场专场合唱音乐会也各有特点。13日
晚的专场合唱音乐会上，共有6支优秀的中
外童声合唱团在云端音乐厅亮相。首先登场
的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童声合唱团，带来的
曲目是巴西民歌《快乐的桑巴》和中国歌曲

《六月阳光》；接下来登场的是马来西亚育华
国民型中学合唱团，带来《偶然》、四海》等4
首歌曲；第三个登场的是成都本土的龢龠童
声合唱团，他们献上了歌曲《童趣》和《茶》；
俄罗斯彩虹童声合唱团则带来中国观众耳
熟能详的《卡琳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名曲；广州儿童合唱团表演了《鸿雁》《喜悦》
等4首曲目；瑞典斯德哥尔摩男童合唱团表
演了《图拉家和图拉瓦尔》等歌曲。最后，6支
合唱团一起演唱了用格律腔体创作的中国
歌曲《春夜喜雨》。

而在14日晚的演出中，另外5支优秀的
中外童声合唱团轮番登场。10多支优秀中外
童声合唱团天籁般的童声响彻“云端”，令现
场观众大开眼界，获得一致称赞。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李铭铭

分销模式：
联联周边游是一个分销平台，在全国有几百万分销人员。分

销模式是在分享经济的口号下产生的，即推荐给朋友后，如果朋
友购买，那推荐人就会有一定的“奖励 ”。如此次1699元的“嗨
影”电影卡佣金为65元，99元的佣金为5元。

而“嗨影”是一个院线平台，联联与嗨影的合作从今年4、5月
份开始，主要是联联向嗨影采购卡号和密码给用户，用户再登录
嗨影小程序进行使用。采购之后，联联向嗨影付清钱款。

1699元买的“嗨影卡”
看了两次就不能用了！

全国涉及10万套 金额达上千万

“嗨影”跑了？

1699元可以看100次电影，一次仅
要16.99元，比市场价便宜近一半，这样
的电影卡，你心动了吗？

成都的吴女士就因为这次“心动”，遭
了——她在联联周边游微信公众号上花
1699 元买了一张 100 次的“嗨影通兑
卡”，只看了两次，就接到联联客服电话：
“嗨影网站维护，暂时不能使用，之前买卡
的要进行退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发现，
像吴女士一样的受害人不止一个！据联联
周边游平台方介绍，“此次嗨影卡无法使用
的情况涉及全国计10万套，金额约2000
万元，其中成都就售卖了2万多套。”目前，
退款流程已经启动，预计本周内即可完成
退款。联联也在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新

闻

链

接

吴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因为自己平时爱看电影，大约两周前
在朋友推荐下，她在联联周边游微信公
众号（以下简称联联）上花1699元买了一
张100次的“嗨影通兑卡”。但只看了两
次，8月11日就接到联联客服的电话称，

“嗨影网站维护，暂时不能使用，之前买
卡的要进行退款。”

随后她再联系联联客服，微信没回
复，电话也一直打不通，登录“嗨影”小程
序，显示“因违规已暂停服务”。看到这里，
吴女士慌了：“这钱到底多久才能退？”

记者了解到，不止吴女士遇到这个问
题，家住成华区的胡先生也有类似遭遇，
不过他购买的是99元5次的电影卡，他说：

“已消费了3次，所以没那么着急，等着退
款就行。”

而类似情况并非只发生在成都，记者
上网查询到，一家名叫“合肥惠玩”的微信
公众号5天前也发出“嗨影退款公告”，公
告中写到，“鉴于目前嗨影不能正常提供
购票服务，本着对用户负责任的态度，合
肥惠玩决定协调销售平台对未使用完嗨
影套餐的用户进行退款……”并在文后附
上退款方法。

花1699元买了一张电影卡
看了两次就“不能使用了”

消费者：

成都一家影城的经
理认为，此次嗨影无法使
用，有可能是因为嗨影与
影城没有进行正常结算，
从而导致影城停止与其
合作。嗨影购买页面的介
绍中说：“在全国1万家影
院都可以观看。”在影院经
理看来，这也是疑点所在，

“一般小的平台是无法做
到这样大的体量的。”因

此，她提醒广大观影者：在
购买类似商品时，首先要
看该平台的资质是否能
承担这么大的体量；其次，
看观影范围，“如果打出全
国通用，一般就比较假。”
若要购买，一定要看其是
否有使用范围，如使用影
城、影城联系方式、影城售
后电话等；最后，建议最好
在大购票平台购买。

集中退款售后支撑不了出现拥
堵，“但退款在进行”

销售平台： 消费提醒

尚丹丹告诉记者，
“嗨影”是一个院线平台，
联联与嗨影的合作是从
今年4、5月份开始的，主
要是联联向嗨影采购卡
号和密码给用户，用户再
登录嗨影小程序进行使
用。“采购之后，联联已向
嗨影付清钱款。”1699元
卡的有效期为3年。

“没有任何反馈。”据
联联与“嗨影”对接的工
作人员叶艳介绍，目前，

她微信也联系不上“嗨
影”方，联联正在通过司
法程序维权。

尚 丹 丹 还 透 露 ，
“嗨影”入驻联联前，他
们也曾进行过了解，“但
我 们 之 前 所 查 到 的 消
息，可能也无法支撑嗨
影此次出现的问题。”联
系不上嗨影，后续用户
退款等将如何处理？尚
丹丹表示：我们将兜底
垫付处理。

联联将兜底垫付处理
也在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小程序显示“已暂停服务”
公司注册地在上海，被投诉9次

调查
到底咋回事？

成昆铁路隧道发生塌方
遇险人数需进一步核实

昨日 16 时许，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发布
消息，8月14日12时40分许，凉山州甘洛县
成昆线埃岱二号隧道发生塌方，塌方量初步
估计上万方，截至15时塌方还在继续，具体
灾情及遇险人数还需进一步核实。

事故发生后，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凉
山州应急管理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甘洛县
委、甘洛县应急管理局、中铁十局等单位了解
灾情，全面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工作。甘洛县消
防大队已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会同施工方开
展抢险救援，荥经、甘洛等矿山救护队正在前
往增援，应急管理厅工作组也正赶赴前线。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表示，目前成
昆铁路成都至西昌段暂不安排开行旅客列
车，待确认线路条件绝对安全后再全线恢
复。同时，成铁局加开西昌至攀枝花、昆明方
向普速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方便沿线旅客出
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嗨影”跑没跑？

“就目前来看，‘嗨影通兑卡’
具有商业预付卡性质。”北京盈科
（成都）律师事务所龙华江律师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消
费者一次性支付 1699 元即可在
未来一定期限内看 100 次电影，
因此具有提前消费、企业内部使
用等特性。

但不是任何企业都能够发
行商业预付卡，龙律师说，应当
符合《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
办法》等规定，履行备案、资金管
理与清算等义务，接受政府等相
关部门的监管。而在实践中，商
业预付卡市场存在监管不严、缺
乏风险防范机制等问题。从目前
披露的信息看，上海言善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等刑事风险。

“嗨影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
罪。”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逢逢表示，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
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
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
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
合目前“嗨影”的行为，符合其中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
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
匿”。且该事件波及大量消费者，
金额上千万，社会危害严重。

陈逢逢律师认为，根据《电子
商务法》等规定，嗨影和联联周边
游平台应共同向消费者承担退款
的民事责任。若嗨影“跑路”，联联
可先向消费者承担退款。

龙华江律师认为，就本案来
看，联联周边游与嗨影之间有经
济往来，存在合作关系；同时，联
联也承诺承担责任，属于债务加
入型负担。因此，联联和嗨影应当
共同承担责任。

四川首次将航空救援
应用于日常急救

13日18时许，经过1小时50分钟的飞行，
全身多处骨折、失血性休克的19岁患者通过

“空中120”顺利从九寨沟航空转运到成都港
泰通航大厦，5分钟后被护送至四川省人民
医院，接受进一步紧急治疗。这是四川省内
首次将航空救援应用于日常急救，标志着省
内航空医疗急救逐步常态化。

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陈
锋介绍，患者在工地工作时被落石砸伤，被
送往九寨沟县人民医院。因伤情太重，当地
治疗条件有限，请求航空转运到成都接受进
一步救治。四川省人民医院空中急救分队紧
急出动，于13日中午12时从成都飞往九寨
沟，将患者从九寨沟安全转运到成都。

黄雷介绍，此例空中急救的顺利完成，
标志着由四川省人民医院牵头成立的成都
市城市航空医学援助平台正辐射全省，逐渐
服务于日常急救任务。当前空中急救工作机
制和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将更好地保障群
众生命安全。 （新华社）

买电影卡买电影卡，“，“如果打出全国通用如果打出全国通用，，
一般就比较假一般就比较假！”！”

嗨影是否涉嫌违法？
联联是否应该负责？

北京盈科（成都）律
师事务所龙华江律师认
为，首先大家要理性消
费，当某一消费产品或服
务的价格严重超出市场
一般价值时，就应反思其
经济模型是否可行，“本
案中，电影票价格已严重
低 于 单 次 看 电 影 的 价
格。”如果不是电影院让
利，就很有可能是资金盘

行为。此外，消费者要有
维权意识，不能以“金额
小”而不以为然，否则就
助长了违法行为。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逢逢建议：对目
前流行的充值服务和会
员消费，一定要谨慎，不
要盲目跟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章玲

消费者要有维权意识消费者要有维权意识，，不能以不能以
““金额小金额小””而不以为然而不以为然

律 师律 师
说 法说 法

联联周边游平台宣传截图

嗨影小程序已暂停服务成都吴女士收到无法观影的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