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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遗失公告

成都市狮马路小学单位法
人证书正、副本（证书号：事证第
151010500028号）均已遗失， 现
登报作废，特此公告。
●付光梅（身份证513321197401
271024）于2019年11月27日成都
市火车北站遗失作废。
●四川金麒麟广告有限公司王
本琦法人章 （编号 ：51010699
06500）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
00012122）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华瑞汽配经营
部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003
3857）、 赵传均法人章 （编号：
5101070033858）遗失作废。
●四川罗欣医药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08266754）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一天顿科技有限公司原
法人吴景法人章（编号：510104
0178852）遗失作废。
●品才（成都）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495
380）、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
5495381）遗失作废。

清欠声明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五医院

现正开展清欠民营企业债务工
作，请成都大西南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20日内与我院联系处理相
关事宜, 电话:0313-4039021,地
址：河北省张家口市高后路5号。

声 明
四川泽润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2019年11月3日股东会决议通
过免去刘全国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兼经理；选聘谌志清为执行
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江国宝、 郑玉萍遗失金地新
城市花园7-负2-575车位收据，
号0019454、0019456声明作废。
●成都市龙潭碧海蓝天环保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编
号 ：5101095191879）财务专用
章 （编号 ：5101095191880）遗
失作废。
●成都君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79987054）损
坏作废。
●金牛区杨桂英健康咨询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06MA6C6MKM
9W，发票章专用章（编号：51010
60194346）均遗失作废。

●四川众锦乐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754234
24）遗失作废。
●四川金嘉鸿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原法人邓
洪法人章（编号：51010
95175931）遗失作废。
●郫县华之龙家俱经
营部公章（编号：51010
08736848）遗失作废。
●成都悦优生活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王贤卓
法人章（编号：5101075
280647）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075280646）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5280645） 公章 （编号：
5101075280644）均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成都通润佳贸易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理松上网
印章（编号：5101009090813）遗
失作废。
●蒋增毅遗失护照一本， 证号：
G40371043，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10122600062155遗失作废。

●成都菲勒德科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1000
81458）遗失作废。
●成都中旭恒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李朝军法人章（编号：5101079
933766）遗失作废。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遗失成
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机打公共维修基金收款
收据，编号SD00008619—SD00
008633共15张 ,每张金额均为
1023元,合计15345元,声明作废。

●金牛区陈宏霞健康咨询服务
部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510106MA6C6A7B3C，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01808
72）均遗失作废。
●成都美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郭晖法人章（编号：5101070008
371）发票章（编号：5101008454
528）均遗失作废。
●攀钢集团成都钛材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39903758、中共
攀钢集团成都钛材有限公司委
员会公章（无编号）遗失作废。

●成都市秉诚致宏企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编号 ：51
01075501438） 财务专用章 （
编号 ：5101075501439）均遗失
作废。
●成都百得机械有限公司原法
人童春平法人章 （编号 ：5101
008025394）遗失作废。
●业主余海勇、 江晓晖购买了
中海城南一号二期337号车位，
现此收据遗失，特登报挂失。
●高新区华哥超市公章 （编号：
5101095395712）遗失作废。

代办点独家代理：成都为您服务广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和盟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0
0154282）遗失作废。

●王波（身份证：5101211982
0704227X） 于2019年11月18
日遗失作废。

●成都日夕花艺设计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402240
38）遗失作废。

11月25日晚，孙宇晨再次在热
点事情上发声，称要为网易离职员
工出资看病。随后，有微博大V玩笑
称自己经济情况困难，没钱给粉丝
抽奖，希望孙宇晨赞助5万元。随后，
孙宇晨给其账户转账5万元，此举引
发了众多博主的效仿，纷纷以“有一
个梦想”为由@孙宇晨。据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发稿，孙宇晨共发了约84万元红包。

自从花费456万美元拍下巴菲
特午餐开始，孙宇晨以蹭热点的方
式活跃在大众视线中。仅微博热搜
的关联词条来看，在11月，从要百万
年薪聘请罗永浩担任创业精神代言
人，到考虑帮王思聪还债，到要为网
易离职员工出资看病，再到要为蒋
劲夫请心理医生，几乎每一个热点
新闻，孙宇晨都会为之发声。

11月25日晚，孙宇晨称要为网
易离职员工出资看病后，被微博大
V调侃，希望孙宇晨也能帮自己圆
梦。随后，一轮持续数天的“撒钱狂
欢”开始。据记者梳理，从11月25日
晚至11月27日下午，孙宇晨给22人
转账，转账金额在500元到50000元
之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
稿，孙宇晨共发了约84万元红包（部
分博主已删博）。

博主们的理由千奇百怪，甚至
有博主@小羊爱吃酱肘子（粉丝数
794万）玩笑称，自己的朋友在发博

两分钟前得了怪病，只有听到支付
宝49999元的到账声音才能好起来。
即便是这样的怪诞理由，孙宇晨也
向其转账了49999元。

新榜创始人徐达内26日晚发微
博称，“我也想拿孙宇晨的梦想基
金，因为一旦梦想成真，还可以贡献
一个明天的选题。”当晚7：40左右，
孙宇晨转账50000元到他的账户。不
到10分钟，徐达内就往自己的工作
群内发了5000元红包（25个）。“抢了
200元红包，来自孙宇晨梦想基金。”
一位抢到红包的员工昨日接受了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我
认为，他是有意识地以小成本做大
营销，花费不到100万元能达到这种
关注度和影响力。从广告营销的角
度来看，他不傻，而是很精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观察
发现，在获得孙宇晨转账的博主中，
仅一位的粉丝数低于10000，其他获
得转账的博主粉丝数多在几万到数
十万、数百万不等，且都是财经、虚
拟币等领域的大咖。

而记者通过微指数查阅发现，
仅11月26日一天，“孙宇晨”的指数
达841710，环比增长870.89%。这也
是进入11月以来孙宇晨制造出的最
大热度，其次是在11月6日，孙宇晨
号称要为王思聪还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
佩雯 袁野

环球世纪和时代环球
将成融创间接附属公司

据悉，环球世纪及时代环球主
要从事地产项目的开发运营，在成
都、武汉、长沙、昆明等城市共开发
18个目标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3，
071.6万平方米，包括三岔湖项目、眉
山黑龙滩项目、长沙未来城、拉萨圣
地天堂酒店等。可售建筑面积约为

2，771.6万平方米，约占总建筑面积
的90%，截至本公告日期，未售建筑
面积约为2，390.1万平方米。

股权交易完成后，融创西南集
团将持有环球世纪及时代环球51%
的股权，六名自然人股东仍将合计
持有上述两家公司49%的股权。从此
以后，环球世纪和时代环球将成为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间接附属
公司。

环球世纪资产167亿
时代环球资产2.8亿

信息披露中指出，环球世纪为
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从事位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
务等业务。云南城投集团持有环球
世纪51%的股权，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有49%的股权。环球世纪于二零一九
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未经审核合并净
资产总值约为人民币167.48 亿元。

时代环球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位于中国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会议
及展览展示服务等业务。云南城投
集团持有时代环球51%的股权，自然
人股东合计持有49%的股权。时代环
球于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未
经审核合并净资产总值约为人民币
2.83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洁 谢
雯 陈齐美 卢燕飞

前天，MSCI扩容，海外资金扫
货，大盘在尾市亢奋了一下。昨天，
市场恢复原有节奏，大盘窄幅震荡，
沪指下跌3.87点，以2903.19点报收，
沪市仅成交1374.5亿元。

炒股并不是体力劳动，但股民
平时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比其
他很多行业要大得多。减压的最好
方法是什么？首先要看压力来自何方。
对我而言，多数压力并非来自踏空，更
多还是来自套牢。

那么，当我们在被套时感觉压力
很大的时候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坚决止损，设定好一个能够承受
的亏损比例，一旦到了位置，那就坚

决止损，千万不要死扛，否则压力会
越来越大。其实，只要你止损了，割肉
了，之后股票的涨跌与你都没有关
系，压力立刻就会得到释放。不是达
哥“自黑”，就在这一个月内，达哥已
经两次割肉了，一笔交易在A股，一笔
交易在港股，两刀虽然割得痛，但割
下去之后，心里一下就轻松了。

现在，市场机会还是比较清晰，科
技股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诚迈科
技、韦尔股份、三安光电、北京君正等都
有较强表现。另外，锂电池板块近期也
明显走强，亿纬锂能、宁德时代、融捷股
份等出现了明显放量大涨的走势。

锂电池板块走强，背后的原因还
是比较清晰，主要是受到一些利好消
息推动。消息面上，部分国家提高了
新能源补贴，加速推进车企电动化。
而在当前车市寒冬之下，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确实是逆势上行。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国，随着新能
源汽车受到热捧，相关产业规模将会
不断增加。 （张道达）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证监会
立 案 调 查 的 5 个 月 后 ，藏 格 控 股
（000408.SZ）和实控人肖永明迎来了
阶段性“结局”。

11月26日，藏格控股公告称，公
司收到青海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对实控人肖
永明给予警告，处以90万元罚款，并
罚5年市场禁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
今年8月，“青海首富”肖永明就已经“退
居二线”，将自己一手打造的“藏格帝
国”管理交给职业经理人曹邦俊，儿子
肖瑶任副董事长。今年10月，以145亿
元上榜的肖永明家族蝉联青海首富，
不过相较于去年，财富缩水35亿元。

2019年肖永明麻烦连连

2017年10月，红星新闻报道的一
则《国庆高速太堵？资阳男子直接开
直升机回家》的消息红遍网络，肖永
明就是这则新闻的主角，直升机的主
人。2018年，在青海打拼的肖永明，又
凭借265亿元财富的财富拥有了“青
海首富”的身份。

不过到了今年，肖永明麻烦连连。
4月，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6月，因涉嫌财务造假、占用资金

等问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肖永
明辞去藏格控股董事长职务，由上市
公司管理经验丰富的曹邦俊接任，肖
永明的儿子肖瑶任副董事长。

根据11月26日披露的行政处罚
告知书，肖永明被给予警告，处以90
万元罚款，并罚5年市场禁入。

行政处罚告知书显示，藏格控股
涉嫌虚増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2017
年虚增营业收入1.32亿元，虚增利润
总额1.28亿元，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
露利润总额的8.89%，2018年虚增营业
收入4.68亿元，虚增利润总额4.77亿元
（含相关的其他收益），占合并利润表
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9.90%。同期虚
增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2017年虚增
预付账款2.41亿元，2018年虚增应收
账款471万元，虚增预付账款2.81亿元。

处罚书还显示，藏格股份未按规
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具体而言，西藏藏格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集
团）非经营性占用藏格控股资金共计
22.14亿元。其中2018年1月至2019年
4月归还5032.57万元。截至2019年6
月30日占用资金余额为21.64亿元。

天眼查资料显示，藏格集团的实
控人即肖永明，肖永明与妻子林吉芳
持有其100%的股份。

财富再缩水35亿元

今年10月10日，“胡润百富榜”如
期而至。以145亿元上榜的肖永明家
族仍是青海首富，不过相较于去年，
财富缩水35亿元；而较他的最高点，

缩水125亿元。
肖永明的财富缩水与解决上市

公司的资金占用方案不无关系。
今年上半年，肖永明的藏格集团

就计划将其持有的巨龙铜业37%股份
折价以25.9亿元价格转让给公司，用以
抵偿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对上市公
司相应数额的占用资金、资金占用费及
由于贸易原因产生的损失。据藏格控股
的公告，标的全部股权已完成全部过
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在此前，肖永明也多次想要将巨
龙铜业纳入上市公司。根据相关公
告，肖永明推动藏格控股作价280亿
元、溢价13倍收购巨龙铜业100%股
权备受市场诟病后，并购方案调整为
收购巨龙铜业51%股权，价格为91.80
亿元，标的估值锐降但最终计划还是
夭折了。如今，37%股份作价25.9亿元
转让给上市公司，巨龙铜业的估值较
最高点已锐减。

且藏格集团在与上市公司签署
的抵偿协议书中明确，若巨龙铜业未
来三年扣非净利润低于2716.14万
元、9.56亿元和22.12亿元，藏格集团
将以现金方式对不足利润进行补偿，
肖永明也将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巨龙铜业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铜
矿，但仍处于投入期，面临着巨大的
资金窟窿。根据去年的重组预案，巨
龙铜业资产负债率达80.93%，旗下3
个矿中2个采矿权被质押，另一个矿
未缴纳探矿权价款。2016年至今，巨
龙铜业累计亏损近4亿元。

按照此前藏格控股的公告，巨龙
铜业短时间还不能投产，更难预计何
时能盈利。肖永明未来的财富将流向
何处，还是未知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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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空与套牢 哪个压力更大

编个理由就能找孙宇晨发红包？

想多了，大咖才能
有媒体人士认为，孙宇晨以小成本做了大营销

青海首富肖永明被市场禁入

融创收购云南城投两子公司51%股权

成都环球中心、
世纪城会展中心易主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融创中国11
月27日下午正式披露收购成都环球中心和新国际会
展中心的合作安排。

根据安排，融创西南集团将从云南城投集团收购
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新
国际会展中心公司主体，以下简称“环球世纪”）、成都
时代环球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环球中心公司主体，以下
简称“时代环球”）51%股份，作价人民币152.69亿元。亿

环球世纪及
时代环球主要从
事地产项目的开
发运营，在成都、
武汉、长沙、昆明
等城市共开发18
个目标项目，总建
筑 面 积 约 为 3，
071.6万平方米，
包括三岔湖项目、
眉山黑龙滩项目、
长沙未来城、拉萨
圣地天堂酒店等。

融创西南集
团将从云南城投
集团收购成都环
球世纪会展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公司主
体）、成都时代环
球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环球中心公
司主体）51%股
份，作价人民币
152.69亿元。

大手笔
收购

豪华
资产包

环球世纪、时代环球股权结构图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