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暴风集团持续处于风
暴之中。暴风集团3日午
间公告称，9月2日下午，
公司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微信公众号“上海检察”发
布的消息获悉，上海市静
安区检察院以涉嫌对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
侵占罪对公司法定代表人
冯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3日开盘
后，暴风集团股价低开高
走，开盘跌逾2%后股价翻
红，但很快就回落翻绿。
截至收盘，公司股价报在
4.84元/股，跌幅为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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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暴风
集团存在2019年净资产
为负而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半年报显示，暴风
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
损为 2.64 亿元，流动资
产 4.86 亿元，流动负债
20.83 亿元。子公司暴
风智能上半年净亏损
8742.91 万元，流动资产
3.56 亿 元 ，流 动 负 债
16.64 亿元，上述事项存
在可能会导致对本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确
定性。

暴风集团发布的关
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
风险的提示性公告称，
公司存在经审计后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负的风

险。若一旦成真，深交
所可能暂停暴风股票上
市。

深交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第
（三）项规定，“最近一个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显
示当年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为负，深圳证券交易所
可以决定暂停其股票上
市”，留给暴风集团消除
暂停上市风险、提升净资
产水平的时间只剩不足
四个月。

截至今年6月30日，
暴风集团尚有 68590 户
股东，几乎都是个人股
东。冯鑫为暴风集团第
一大股东，持有 7032 万
股，占总股本21.34%，不
过这些股票目前均在质
押中。

3日24时，国内成品
油限价迎来年内“第十
涨”。国家发改委3日发
布公告称，自2019年9月
3日24时起，国内汽、柴
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15
元和105元，折升价92号
汽油及 0 号柴油均上调
0.09 元，95 号汽油上涨
0.10元。

据悉，经过本轮零售
限价上调，本年度国内成
品油零售限价已经历18
次调整，其中10次上调，6
次下调，2次搁浅。涨跌
互抵后，汽油累计上调幅
度达240元/吨，柴油累计
上调幅度达245元/吨，折
合成升价，92号汽油累计
上调0.19元，0号柴油累
计上调0.21元。

就消费者而言，在本
次调价政策落地后，油箱
容量在50L的家用轿车，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较
之前多花4.5元，出行成本

增加。以月跑2000公里，
百公里油耗在8L的小型
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
窗口开启（9 月 18 日 24
时）之前的半个月时间
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
加7.2元左右。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预计，目前全球原
油供给较为充裕，但影响
油价的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依然较多，短期内油价
仍将呈震荡走势。

对于下个周期走势，
卓创资讯分析认为，国际
油市行情不容乐观。近
期整体偏空氛围将令国
际油价承压。据卓创资
讯监测模型显示，下个周
期初始国内参考的原油
变化率或将以负值开
局。因此卓创资讯初步
预计，下轮调价即9月18
日 24 时，国内成品油零
售限价存在搁浅或下调
的可能。 （沈婷婷）

实控人被抓、股票存退市风险

暴风集团还能走出风暴漩涡吗？

早报讯（记者 赵霞）随着5G正式
商用的启动以及与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诸多
技术交叉应用，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
和生活方式。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助力健康四川建设，探索建立
覆盖全生命周期、应用丰富、结构完
善的5G智慧医疗服务模式和体系，
提升医疗健康资源整体效能和可及
性，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9月1日，四
川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推进5G
智慧医疗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本次发布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5G智慧医疗的应用场景和组织保障
措施，集中体现了四川卫生健康系统
在探索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应
用规划。

《意见》设计了8方面的应用场
景，包括提高远程协同能力、增强应
急响应能力、创新远程医学教育、提
高监督管理效率、提升患者就诊体
验、提升公卫保障水平、助力健康扶

贫攻坚、助推产业融合发展等，覆盖
了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健
康扶贫等卫生健康的主要业务，涉及
医院管理、患者体验、“三医”监督等
卫生健康的参与主体。其中明确了
培育消费市场、推进产业发展两项任
务，以应用促进5G智慧医疗融合发
展，以发展推动应用深入。

今年，在四家大型三甲医院启
动了5G智慧医疗试点；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实现全国首次 5G 网络多
地会诊及手术指导；在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推出 24 小时 5G+VR 新
生儿探视服务；在省人民医院建设
的全国首个 5G 城市医疗应急救援
系统；在省第四人民医院推出 AR
远程针灸和VR远程B超服务；在凉
山州昭觉县“悬崖村”开展 5G 健康
扶贫试点，演示了紧急情况下的应
急送药，实现了偏远贫困地区常态
化远程问诊。

下一步，将继续秉承大卫生、大
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强理念创新、

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服
务创新，以发展医药新产品、医疗新
器械、健康新业态特别是“互联网+医
疗健康”等为重点，解决群众看病就
医“老大难”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对医
疗健康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国内成品油价迎小幅上调
92号汽油涨0.09元/升

新技术赋能 健康四川加速推进

助力 5G 智慧医疗发展

3日午间，暴风集团发布公告
称，9月2日下午，公司从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上海检察”
发布的消息获悉，上海市静安区检
察院以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职务侵占罪对公司法定代表
人冯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
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9月3日盘前，创业板公司管
理部在对暴风集团的关注函中表
示对冯鑫被批捕一案高度关注，请
公司说明是否知悉该事项、冯鑫涉
嫌犯罪是否与公司有关以及对公
司的影响、是否可以正常履职以及
公司的解决措施等。这是深交所
因冯鑫被公安机关拘留以来发布
的第二封关注函。

7月28日，暴风集团发布官方
公告称，近日获悉，公司实际控制
人冯鑫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
关进一步调查。

7 月 29 日晚，深交所对暴风
集团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
实际控制人冯鑫被公安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的原因，是否涉嫌单
位犯罪，是否与暴风集团有关等
七大问题。7 月 31 日晚，暴风集
团针对深交所关注函进行回复，
确认实际控制人冯鑫因涉嫌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被公安机
关拘留。暴风集团称，作为公司
董事长的冯鑫被拘，并未影响公
司正常运营。目前公司核心人
员稳定，力争各方面工作开展不
受影响。

根据此前相关报道，造成冯
鑫被拘的事件，可能源于2016年
暴风集团联合发起收购英国体
育版权公司MP&Silva Holdings S.
A.，其中冯鑫可能涉及有行贿等
行为。

昔日暴风影音几乎是每台电脑
必备的视频软件，风头正盛的暴风
集团在2015年 3月 24日登陆深交所
创业板，股价也在 2015 年“股灾”之
前达到 123.67 元/股（前复权）的顶
峰。

而上市仅仅四年半后，暴风集团
股价已来到5元下方，公司也处于危
亡之际，实控人被批捕、暂停上市风
险、经营危机、债务危机、股票质押风
险正一个个袭来。

8月29日，暴风集团发布半年报
显示，上半年营业总收入仅为 8359
万元，比上年同期锐减89.44%，净利
润 为 亏 损 2.64 亿 元 ，同 比 下 滑
148.51%。从分产品收入情况来看，
销售商品一项营收 3016 万元，成本
却 高 达 5505 万 元 ，毛 利 率
为-82.54%，广告业务营收3471万元，
网络付费业务收入 1095 万元，三块
业务均比上年同期有约 60%及以上
的下滑。

冯鑫被批准逮捕 上半年营收同比减89.44% 股票存退市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