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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淑梅是新华
保险成都中支双流
营销服务部的一名
营业部经理，今年
已是她在新华保险
工作的第五个年
头。回首过去几年
的寿险征程，苏淑
梅感慨良多，虽然
艰辛与挑战常伴左
右，却也收获了一路的精彩
与荣光，期间多次获得“五
星信用等级证书”、“总公司
全明星会员”等荣誉。

进入保险业前，苏淑梅
经营着一家美容店，很多保
险公司的业务员来做美容
时常常给她讲保险，希望她
也能够加入。随着子女长
大成人，苏淑梅身上的担子
减轻，便关掉了美容店。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苏淑
梅加入了新华保险。

从业初期，苏淑梅首
先把展业对象锁定在自己
的朋友圈。多年经营美容
店积累的好人缘为她打开
了第一扇窗，朋友的信赖
让苏淑梅第一个月便拿到
了一万左右的工资。获得
公司“九十双飞”方案的旅
游奖励是苏淑梅给自己设
定的第一个小目标。通过
努力，苏淑梅成功入围九
月旅游名单，然而之后因
为大单业绩不理想，十月
入围眼看就要落空。生性
要强的苏淑梅趁着还有几
天时间，决定奋力一搏。
她竭尽所能地增加拜访
量，秉持“以客户为中心”
的理念，为客户量身设计

保险计划。苏淑
梅终于如期达到
业绩要求，小目标
也顺利实现，期间
积累的从业信心
和展业技能也成
为了她职业生涯
的宝贵财富。

坚持是难能
可贵的品质，更是

做好保险事业的强大利
器。苏淑梅偶然认识了一
位开家具厂的客户，了解
到他还未规划保险，苏淑
梅便建议他通过合理的保
险配置远离风险。然而，
客户观念陈旧，甚至对保
险颇有成见。苏淑梅前三
次的拜访都被客户拒之门
外，三次的闭门羹并未动
摇她的决心，因此也就有
了之后第五次、第六次、第
七次的拜访，客户仍以各
种理由推诿。直到第八
次，客户终于被苏淑梅的
诚意打动，两人就此展开
交谈，做足功课的苏淑梅
早已了解到客户有两个孩
子，于是便着重介绍有关
孩子健康方面的产品，客
户最终签下四份保单。在
苏淑梅的影响下，客户对
保险有了新的认识，后来
更是在苏淑梅的引荐下加
入了新华保险的大家庭。

“感谢师傅当初的引
荐，也感谢新华保险为我提
供了造福他人，成就自我的
平台。”苏淑梅说，为客户带
去一份保障，让每一个家庭
都和和美美，自己也就圆满
了。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苏淑梅：坚持实干，初心不改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
中震荡走低，收盘下跌，你
怎么看？

答：受外围消息面影
响，市场呈现缩量低位震
荡态势，盘中创业板指一
度冲高，但最终收绿，前期
连板妖股纷纷跌停，受利
多消息刺激多元金融板块
表现抢眼。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 47 只，跌停 9 只。
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回
补了周三的缺口，沪指收
盘仍在5日均线之上，创业
板指虽然调整多日，但仍
在60日均线之上；60分钟
图显示，沪深股指收盘失
守5小时均线，但沪指收盘
仍在60小时均线之上，且
60分钟MACD指标仍处
于金叉状态，虽然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收盘略失守60
小时均线，但整体震荡走
高的形态并未改变。期指
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略减，各期指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减
少。综合来看，短期虽然
强势股的操作难度增加，
但多项利多政策主导下的
风险偏好提升并未改变，
场内资金挖掘热点的热情
仍将保持。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
25.3 元买入丝路视觉 2 万
股，之后以 26.23 元卖出 2
万股。目前持有南山控股
（002314）24 万股，工大高
新（600701）11万股，启迪
桑德（000826）3万股，南玻
A（000012）11万股，信息技
术（159939）35 万股，人工
智能（161631）35万股，丝
路视觉（300556）2万股。资
金余额 2465811.46 元，总
净值 7899361.46 元，盈利
3849.68%。

周五操作计划：工大高
新因重组停牌，启迪桑德、
南山控股、南玻 A、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丝路视觉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6
个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多
元金融、医疗行业、专用设
备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
前。55 个行业资金净流
出，其中有色金属、软件服
务、电子元件等行业资金净
流出。

龙虎榜显示，2只个股
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德邦股份（603056）公

司是国内领先的公路快运
与快递服务提供商，是国家

AAAAA级物流企业，为客户
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快
运与快递及相关增值业务
服务。12日获机构净买入
4762万元。

银泰资源（000975）公
司拥有资源储量大和平均
品位高的矿山资源。玉龙
矿业作为公司唯一在产的
矿山，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服务年限长。12日获机构
净买入4427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赵雅儒

恒银金融（603106）：4
月 12 日涨停，近 3 个交易
日连续涨停。公司主营金
融自助设备，有区块链概
念，再加上又是次新股，所
以近期连续走强，近3个交
易日的累积换手率超过
100%。不过，作为沪市交
易的股票，一般而言，连续
4 个涨停板就会因股价异
常波动而停牌核查。而近
期妖股表现不佳，所以13
日不要盲目追高了。

天广中茂（002509）：4
月12日涨停。在连续撬板
之后，12日，天广中茂终于
涨停了。4 月 9 日，在第 6
个跌停板处，就有大量资金
涌入撬板，但当天撬板并未
成功。次日，也就是4月10
日，更多的资金涌入，该股

终于没有再跌停。经过11
日的小幅下挫后，12日该
股涨信，10日低位介入的
资金获利。

联得装备（300545）：4
月12日跌停。该股 17 年
年报出台 10 转 10 的送转
方案，于11日登记，12日
除权除息，做为流通股本
小，送转比例高的个股，
该股除权日表现不佳，对
高送转板块是个负面因
素。11 日表现最强的高
送转板块，12 日后劲不
足。到收盘，联得装备、
九典制药、惠威科技和智
能自控跌停，元隆雅图、
威唐生物等 15 只个股跌
幅超过5%。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朱雷

震惊
情侣房床上方藏有摄像头

4月11日，龙女士和丈夫开车从眉山
到成都春熙路附近拍婚纱照。由于拍摄完
已是下午6点过，累了一天，两人临时打算
在附近找一家酒店住一晚。

在一家团购网站上，龙女士搜索到位
于春熙路附近的“1314主题酒店”，“看就
在附近，而且环境也还可以，就定了那里。”

当晚7点过，两人办理了入住，外出吃
饭，晚10点左右，再次回到房间。次日凌晨
1点半左右，躺在床上准备休息的龙女士，
发现斜上方天花板上，有个黑色的“洞”。

“就前几天才看到个新闻，外地一对情
侣开房后，在网上发现了自己的视频。”此
时，龙女士突发奇想，抱着开玩笑的心态，
想“吓一吓”丈夫苟先生（化名），“你看，那
里有摄像头。”

苟先生站在床上，打开手机手电筒，凑
近一看，这个“洞”竟然还反光——真的是
摄像头。

担心
摄像头或是实时播放

“当时一下就懵了。”龙女士说，自己在

房间里洗了澡，换了衣服，“而且这是情侣
酒店，我们是夫妻入住，肯定会涉及到很多
隐私。”

龙女士当即拨打了110。随后，警方
赶到，从天花板上查到了摄像头。“（摄像
头）是插在天花板里面的插线板上的，上面
没有内存卡，应该是实时播放的那种。”看
到这一幕，龙女士“感觉全身都冰了”。

受到惊吓的两人，只能回到自家车上，
凑合了一夜，“根本睡不着。”而让龙女士更
气愤的，是酒店方的态度。“他们什么都没
解释，一直到现在，负责人也没出面说怎么
处理。”12日下午3点，说起这件事，21岁
的龙女士一脸疲惫，“很担心自己的隐私被
泄露了，这对于我来说，后果真的不堪设
想。”

回应
“上周检查过未发现异常”

12日下午3点半，记者来到春熙路附
近这家酒店，该酒店还在正常营业。

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龙女士入住
的428房间，“之前没有（摄像头）”。对于
这样的说法，记者询问其是否在龙女士入
住前检查过，而工作人员给出的回答则
是，“这个我不清楚，但之前没有人反映
过。”对于记者提出的到龙女士入住房间
以及其他房间查看时，工作人员以负责人

不在为由拒绝。
随后，记者拨打了酒店一廖姓负责人

的电话，她表示，酒店每周都会进行安全检
查，“上周一才检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为何在天花板上会有插座？该负责人
表示，这是为酒店房间的音响音控而设置
的。“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处理，如果不能调
解，就走司法途径吧。”

目前，警方也介入调查此事。

说法
无论谁安装酒店都要赔偿

类似这样的案例，时有出现。
日前，河北秦皇岛一对情侣在网上看

到自己两年前入住酒店的视频；去年12
月，在四川绵阳西山东路某酒店，一对情侣
发现床上方天花板处，安装有针孔摄像头；
去年9月，北京海淀一主题酒店，一对夫妻
发现了针孔摄像头，民警调查后发现，竟是
一名男子为求刺激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规定，对于情节较重的偷窥、偷拍、
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等行为，将处以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孙婷
律师表示，酒店作为住宿服务提供者，其行
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隐私
权，即使摄像头非酒店安装，酒店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也应向消费者赔礼道歉并赔
偿损失。对于酒店方来说，保护客人隐私，
这是基本的“行业操守”。无论是为了用操
守换取不法利益，还是无辜“躺枪”，都存在
重大过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摄影 刘陈平

又一家公司业绩大变脸。4月11日晚间，
光一科技公告，因子公司商誉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公 司 预 计 2017 年 的 净 利 润 由 此 前 的
4765.55 万元修正为亏损 3.8 亿。4 月 12 日，光
一科技大幅低开，盘中跌幅一度超过5%。

记者根据公告统计，截至4月12日，两市已
经有222家上市公司对2017年的业绩进行了修
正。其中，商誉减值成为“业绩大变脸”的主要
原因之一。

光一科技大幅下修业绩
4月11日晚间，光一科技发布2017年度

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报告期内营业
总收入由 56412.34 万元修正为 54022.42 万
元，同比下降33.66%；净利润由4765.55万元，
修正为亏损38371.3万元，同比下降701.56%。

公司称，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会计师
在年审过程中的反馈意见，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下属重要子公司的商誉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并对部分收入确认予以调整，其中对重要
子公司的商誉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为38974
万元，对部分收入确认时点重新进行调整，影
响利润约为-4463万元。

今年年初，公司曾发布业绩预告，预计
2017年净利润4847.79万至6378.67万。

222家上市公司修正业绩
伴随着年报的集中披露，类似光一科技的

“业绩大变脸”也并非个案。
日前，海南椰岛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再次

测算，预计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
损：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1.29亿元。而此前海南
椰岛曾发布公告称，预计 2017 年将盈利约
2100万元。

此外，猛狮科技 4月 1日晚间大幅修正
2017年度业绩快报，营业总收入与净利润双双
下调，其中净利润由盈利5175.99万元修正为

亏损1.29亿元。这已是公司两个月来第二次
向下修正业绩情况。对于业绩快报修正原因，
猛狮科技表示，公司对部分清洁电力业务的收
入确认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认定存在一定偏差，
公司对该等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进行了调减；
控股子公司台州台鹰、上海太鼎根据产品价格
情况、呆滞物料状况及期后处置情况对存货期
末可变现净值进行了重新估算，调整了存货跌
价准备的计提金额。此外，全资子公司宏成电
源2017年度经营仍未达到预期，公司对收购宏
成电源时所形成的商誉计提了全额减值。

记者根据公告统计，截至4月12日，两市
已经有222家上市公司对2017年的业绩进行
了修正。

商誉减值成“变脸”主因
从上市公司的公告看来，业绩修正的原因

多集中于商誉减值、调整合并报表范围等。对
于可能出现的业绩地雷，分析人士指出，这其
实也有迹可循，“最明显的就是商誉减值。投
资者可以比较当年半年报中被收购公司的净
利润与去年净利润或者业绩承诺净利润，如果
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同比下降，或者不足业绩承
诺时，大概率会在年底进行减值。”

数据显示，2013年，A股商誉总计2140亿
元，2015 年暴增至 6521 亿元，2016 年增至
10517亿元，首次超过万亿。2017年前三季
度，商誉总额达12566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商誉数据高并不可怕，
关键是商誉形成的会计估计是否精准。有会
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对记者表示，“商誉
在会计领域是比较复杂的难题。由于商誉由
会计估计产生，因此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4月12
日，来自四川眉山的龙女士（化名）说起前一晚的经
历，仍觉得有点后怕。龙女士和丈夫入住成都春熙
路一家名为“1314”的主题酒店，换了衣服，洗了
澡，却发现床头上方，安装有一个摄像头。

崩溃！

222家上市公司业绩修正
商誉减值成“变脸”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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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银金融3连板

掘金龙虎榜

多元金融资金净流入

隐藏的摄像头对准大床。

藏在天花板里的摄像头十分隐蔽。

从天花板上取下来的摄影头，远程控制可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