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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愈演愈烈 大连圣亚很“受伤”
7月9日已是大连圣亚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最后期限，但当天外界并未等到这封“回信”。其实，自从罢免前总经理肖峰、董事会“大
换血”以来，大连圣亚就一直处于舆论风暴中心。
进入7月，大连圣亚全体员工连续发布声明，质疑公司小股东“血洗管理层”，以及新任董事长杨子平等一致行动人恶意收购公司；
杨子平及刚刚就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的毛崴还由于不配合审查工作，被监管部门出具警示函；此外，毛崴还被披露曾于去年因涉嫌
实施操作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由
“内斗风波”牵扯出的“
内幕”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
截至发稿时，北京商报记者多次联系肖峰及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均未得到回复，而大连圣亚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也仅向记者表
示，目前场馆都在正常运营，但未解释目前公司内部矛盾的解决情况。

引监管层关注

随着大连圣亚的股东矛盾逐渐发酵，监
管层也注意到这家企业不寻常的内部情况。7
月3日，大连圣亚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要求就杨子平、磐京基金
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一致
行动关系，或其他应当披露的协议及利益安
排等内容进行披露。
同时，问询函还要求杨子平和磐京基金
核实并披露双方共同投资的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庆成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成立背景、业务开展范围、业务开展具体情况
和历史投资情况；以及结合双方存在共同投
资以及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
明确说明双方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前期
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补充或更正之处。另外，
上交所还就大连圣亚目前生产经营状态是否
正常稳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秩序、重大事项
决策机制是否能够保持规范有序等内容进行
了问询。而按照该问询函的规定，大连圣亚需
在7月10日前披露回复。
“其实，在这场风波中，大连圣亚管理层
的动荡着实令人始料未及。”景鉴智库创始人
周鸣岐表示。
在大连圣亚官方微博发布的一篇文章
中，其被罢免的原董事长王双宏、原副董事长
刘德义称，杨子平一方提名、获选的董事中，
都没有水族馆经营相关的履历和经验。而且，
在这篇文章中，刘德义也对于杨子平和磐京
基金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以及磐京基金
当初投资大连圣亚的目的提出了怀疑。刘德
义表示，当初磐京基金通过口头和书面一再
表示，并不谋求控制权，就是为了长期投资，
但最后来看，磐京基金不仅进入董事会，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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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也在〈关于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
在大连圣亚现任职务：副董事长、董事
司关于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的函〉的复函》中
称，自己与上市公司其他董事、股东间不存在
与其他二者关系：磐京基金法人（持股50%）、宁
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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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疑似实际控制人（持股0.5%）
或利益安排。
以上信息及数据来自大连圣亚
然而，对于本次上交所问询函中提及的
公告、天眼查等公开渠道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庆成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基金的毛崴还成为副董事长，完全违背了他
那么，令各界都疑惑不已的杨子平、毛崴 业（有限合伙），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最终
们最初的承诺。
和磐京基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受益人为杨子平，持股比例为62%，同时，磐
根据大连圣亚的公告，截至今年5月8日， 京基金也持有1%的股份，此外，根据天眼查
杨子平是公司的第六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大数据分析显示，该公司的疑似实际控制人
复杂的股东关系
4%。而在今年6月15日-7月7日期间，磐京基 为持股0.5%的毛崴。业界有观点认为，当投资
其实，之所以业界对于杨子平与磐京基 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经历了近期的增持之后， 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
金、毛崴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疑问，一定程度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813381股，占公司总股 关系时，一般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上是源于近期的管理层“换血事件”。
本的17.71%，仅次于大股东大连星海湾金融
此前，杨子平曾提出罢免王双宏、刘德 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此外，公开信
恐影响公司运营
义，再次提名增加4个董事席位的议案。而根 息显示，毛崴就是磐京基金的法定代表人。
据大连圣亚的公告，罢免王双宏和刘德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监管部门曾多次对
“不论‘内斗’最终结果如何，受伤的总是
两份议案，总赞成票数均为61320321股，其 杨子平及磐京基金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发 企业和品牌。”周鸣岐表示，从当前的情况来
中，5%以下中小股东的赞成票数为40047719 问，但此前双方并未承认过这一关系。
看，这场纠纷持续的时间越长，企业复原的难
股，剩余赞成票数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
今年5月，大连圣亚在回复上交所的公告 度就越大，尤其是像海洋主题公园这样专业
人的持股数，即14504562股和6768040股相 中表示，针对改选董事相关事项，磐京基金与 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一旦核心业务停滞，
加的数字刚好相同。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主要股东不存 再重启的难度就更大了。

百位影视明星“赶场”综艺市场供求火热
经历了年初的冷清之后， 如今的综艺市场终于迎来了旺盛需求下的井喷。
步入下半年，综艺市场的火热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新综艺还是“综N代”，无
论是上游的制作端还是下游的输出端，热度都普遍升高。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
7月9日，上线6天的新综艺节目《夏日冲浪店》，每日的热度值高居10000不下，
并已连续4天获得综艺猫眼全网热度的单日冠军。而在供应方面，越来越多在综
艺中
“刷脸”的影视明星，也从侧面证明了制作市场的火热。

不只是新综艺，多部“综N代”也抓住不少
观众的目光。据猫眼专业版上的播放数据，刚
刚落幕不久的《创造营2020》，在上线首日平
台播放量为6393万次，但半个月后，这一数字
便上涨到1.07亿次，而到7月4日节目收官，整
个更新期间的播放量突破6亿次。同时，《密室
大逃脱第二季》也从开播实现的超7500的热
度值，增到当下近9000。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综N代”节目的热度
均已超过上一季。据爱奇艺指数显示，《王牌
对王牌第五季》在节目接近收官时已实现近
8000的热度值，而此前《王牌对王牌第四季》
的热度值仅从开播时的5000涨到收官时的
6000。同时，《奔跑吧第四季》和《极限挑战第
六季》的热度值也分别增长至当下的7500和
6500左右，而《奔跑吧第三季》和《极限挑战
第五季》的热度平均值则约为6000，不敌今年
上半年的数值，且据初步计算，今年上半年以
上“综N代”的新节目热度值较上一季增长
10%-30%。
这与疫情下的宅经济不无关系。据国家
广电总局节目收视大数据系统（CVB）统计，
春节期间，全国有线电视和IPTV较去年12月

安排。与磐京基金共同投资、持股宁波

日均收看用户数上涨23.5%，收视总时长上涨
41.7%，电视机前每日户均观看时长近7小时。
往年一般是大年三十至初七为收视高峰，而
今年的收视一路高涨，初十至十六的日均收
视总时长较大年三十至初七上涨了3.2%。
综艺节目热度呈普遍上升态势，在中央
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
首先受疫情影响，宅经济有了更好的发展环
境，而综艺则是宅经济典型的一部分。另一方
面，目前大量的媒体资源都在朝着线上内容
制作投放，无论是传统电影还是其他演出，在
目前都无法开展，更多媒体资源、资本都投向
新媒体、综艺。此外，这与互联网技术升级发
展有直接关系，互联网正在提速，这在技术上
有利于线上节目发展。
综艺爱好者闫女士就表示，“从过年到现
在从头到尾追完了得有10部综艺，像《喜欢你
我也是2》和《青春有你2》这两部，我还回过头
把去年没来得及看的第一季给补回来了。以
前虽然爱看综艺，但真没那么多时间，今年综
艺的瘾确实过足了”。
对于上半年综艺节目热度不断提升的现
象，北京商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当下热映

综艺《奔跑吧》《王牌对王牌》《密室大逃脱》
《极限挑战》和《创造营2020》的节目组，但截
至发稿，对方未予以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影
视演员登上综艺节目的趋势也异常明显。今
年上半年热播的15个综艺节目中，作为飞行
嘉宾或常驻嘉宾参与节目的影视明星大约在
120位。且影视明星现身较多的几档综艺，实
现更高的节目热度增长。
对于影视明星们近期频频试水综艺节目
的现象，魏鹏举表示，“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影视明星需要赚钱，但传统影视制作
的进程却较往年有所趋缓，这是直接原因；另
一方面明星也需要保持热度，在媒体上要有
传播量。但对未来有远大诉求的明星不要频
繁参加质量不高的综艺节目，当下阶段是特
别好的沉淀期，没有过多工作压力，影视明星
可以用来给自己充电。如果有不错的综艺平
台，节目质量比较好，可以选择性地参加，不
过太频繁参加可能会透支未来的影响力”。
综艺市场的火热令业内感到欣喜，但火
热的背后也有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此时不少
节目方也尝试更为多元的题材类型。
电视评论人吴博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综艺市场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正处于一个
需要深度创新的时期，虽然中间过程会遭遇
制作挑战，同时部分节目因前期很少有同类型
作品的铺垫，导致播放热度弱于常见类型的综
艺，但这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避免受困于
此前的条条框框而令发展的脚步停滞，激发出市
场更大的想象力，为今后的发展打开新的机会
通道。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杨菲

在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看
来，内部高管出现矛盾，甚至引发“内斗”，对
公司的运营将带来较大影响。“ 从内部管理
看，很多决策都会受到干扰，如投资、在建工
程、发展战略，企业内部调整、对外联络，对
接，开拓市场等都会随之停摆。”他进一步表
示，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还会给投资者及消费
者留下不良印象，影响公园整体客流量和品
牌口碑，甚至将进一步失去行业市场。
林焕杰预计，内部矛盾的局面若不能尽
快解决，公司很可能会面临被收购或兼并的
风险。因此未来不排除会有新股东注入。
“受疫情影响，今年国内主题公园及景区
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其中，大连圣亚等海洋
主题公园面临的难题更大。”林焕杰表示。大
连圣亚海洋世界员工也曾在声明中称，闭馆
的4个月以来，员工每月仅领取不到1500元的
“生活费”。大连圣亚2020年一季度财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0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74.93%，净利润为-2395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81.24%。
随着疫情形势的不断好转，大部分主题
公园均恢复了正常营业。“但在‘内斗’影响
下，大连圣亚旗下主题公园即使正常营业，也
难保证收入及员工团队稳定性不受管理层动
荡波及。因此大连圣亚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解
决内部矛盾，达成共识。再通过后期运营恢复
口碑，保证收入。”
实际上，即使没有本次“内斗”风波，大连
圣亚的经营情况也着实令业界担忧。
5月底，大连圣亚公告显示，此前被该公
司寄予厚望的“大白鲸计划”中，有不止一个
项目遭遇了资金瓶颈。公告显示，该公司的镇
江大白鲸魔幻海洋世界、大白鲸千岛湖文化主
题乐园水下世界项目等四大在建工程由于资金
筹措时间较长，审批流程、配套工程施工延迟等
原因均出现了无法按计划推进、进展放缓等现
象，有项目甚至已经计划将二期整体转让。
但即便如此，林焕杰仍表示：“只要现金
流没有完全断掉，主题公园还能正常运行，企
业就还‘有救’。不过，现在大连圣亚在解决好
内部矛盾后，势必要对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
路径、已有项目去留进行重新规划，正常开放
的项目则应按照一定频率进行更新翻修，保
证游客新鲜感。”林焕杰坦言，海洋类主题公
园受条件限制缺乏互动性，必须通过其他方
式“找补”，才能抓住游客。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美术宝获新一轮融资
在线少儿美术迎高速增长期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斯文）时隔一年，
在线美术品牌美术宝再获新一轮融资。7月
9日，美术宝教育集团宣布完成4000万美元
C+轮融资，由腾讯领投。至此，美术宝已完
成6轮融资，累计获投金额8亿元，创美术教
育赛道融资金额之最。作为素质教育品类
三大内容之一，美术教育在政策助推下逐
渐受到重视，在线少儿美术教育近两年更
是得到大量资本青睐。疫情下，资本对素质
教育项目投资力度明显收紧，也继续向头
部企业倾斜。在进一步放大并巩固了在线
教育企业优势的同时，行业马太效应显现。
而美术宝斩获新一轮融资，也预示着在线
少儿美术迎来高速增长期。
据介绍，本轮融资由腾讯领投，顺为资
本、蓝驰创投、华联长山兴、创致资本、博佳
资本跟投，高鹄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本
轮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升级、课程研发以
及内部团队建设。成立于2014年的美术宝，
产品体系已覆盖3-18岁美育行业生态链
条。目前旗下拥有美术宝1对1、美术宝小班
课、小熊美术、美术宝艺考、美术宝智慧校
园（微校）五大品牌，每月总营收近2亿元。
在政策加持下，美术教育正在崛起。艾
瑞咨询2019年《中国美术教育培训行业研
究报告》显示，我国美术培训市场规模在
900亿-1050亿元，青少儿美术培训占整个
美术培训市场的比重超过80%。而与此同
时，市场高度分散，线上和线下没有全国性
和地域性龙头出现。
美术宝教育CFO邓美辰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术教育线下30万+机
构和旺盛的用户需求已经验证了美术教育
的市场价值。过去由于科技水平的制约，美
术教育的在线化水平远落后于其他教育领
域。而随着5G时代的到来，以及AR、VR等
技术的应用升级，用户的在线体验将有颠
覆式的创新和突破，在线美育将进入高速
增长期。
“在线少儿美术培训已跑上了快车道，
目前一二线城市家长认知度较高，三线及
以下城市也处在快速培育期中”，指明灯智
库创始人吕森林认为，在线方式可为低线
城市提供优质师资和课程体验，疫情助推
了其发展进程。线下价值仍存不可否认，但
线上蚕食线下的局面已经形成。邓美辰也
谈道，疫情使在线化进程大大加速，用户教
育成本越来越低。素质教育占家庭教育支
出比重将越来越高，在线渗透率加速增长。
睿艺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在
线素质教育项目的融资案例数占到总融资
案例数的55%，与前两年相比，资本对素质
教育项目的投资力度明显收缩，头部品牌
的融资轮次愈发集中于后期阶段。可见，未
来只有规模化、系统化和品牌化的企业才
能持续获得资本加码。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少儿美育是
没有标准化考核的多元化教育，仍存质量参
差不齐、优质机构占比不高、师资力量薄弱等
问题，且极少拥有自主开发的美术领域IP以
及衍生品，教学场景和用户黏性有待丰富和
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