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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波

本报新乡讯 连日来，一段长约5
分钟、被冠以“交通违规执法，拿石头破
窗而入”为标题的视频，在网上广泛流
传。昨日记者获悉，此事发生在新乡卫
辉市，涉事两名执法人员因“执法不规
范”，遭停职处理。

这段时长4分59秒的视频，系大货
车驾驶室内人员拍摄。在视频一开始，
一名身着T恤的较胖男子，要求停在路
边的货车司机打开驾驶室。

随后，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过来，
攀上驾驶室边，隔窗与车内人员对话。
二人的交谈显示，执法人员认为该货车
涉嫌超限，应停车接受检查。但车内人
员并未开门。

在僵持中，身着制服的男子与车内
人员的争执加剧，在此过程中大货车的
玻璃被砸。视频就此结束。

昨日，记者通过多种途径，试图联
系上货车司机或车主，未果。

昨日上午10时，卫辉市交通运输
局通过当地市委宣传部，发来一份针对
此事的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中，卫辉市交通运输局表
示，该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召开局党
组会议，研究布置突发事件处置机制，
并对交通运输执法队伍全面整顿。具
体有以下决议：该局纪检部门牵头成立
联合调查组，全面调查交通执法人员违
规执法问题。执法不规范的当事执法
人员张展、侯志宇已停职检查，等候调
查处理；积极与事件中的行政相对人沟
通，对被砸坏的车窗玻璃照价进行赔
偿，同时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行为进行
卸载、处罚。

□李小德

7月9日上午，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联手中信证券成功举办了“中信银行财
富指数发布暨三季度投资报告会”。此
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中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褚建芳教授，200多
位高净值客户共同参与了这一盛宴。

在2015年下半年，中信银行携手
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信诚人寿、中信建
投证券、天安财险、华夏基金、信诚基金
8家中信系金融子公司组建了中信专家
顾问团队，共同搭建“中信财富管理”平
台，进一步发挥中信集团的协同优势，
重点打造“中信财富指数”和“中信产品
精选”两大亮点，向市场正式推出“中信
财富管理品牌”。截至目前，中信财富
指数已发布八期。中信银行专家表示，
每月投资策略组合将以追求稳定的收
益为目标，同时满足中高端客户投资增
值需求，帮助实现管理资产快速增长。

中信银行财富指数的发布意味着
中信银行集合集团内部优势，在金融创
新的路上又一次领先同业，同时意味着
郑州分行在河南金融同业的发展中再
次提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卓有价值的
信息和服务，为未来零售业务的快速推
进打下坚实的基础，期待未来的金融服
务行业给百姓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

核心提示丨一杯饮料，一
袋爆米花，两人观屏相依偎
——如今，看电影已成为人们
的日常消费。作为观影主力
军，80后、90后更注重观影
环境的私密性，“私人电影院”
这一时尚概念元素应运而
生。目前，郑州多个商贸城甚
至高档住宅小区内，由住家户
改造后，由几个包间组成的私
人影院或明或暗地存在着。

连日来，多名读者向本报
反映，在这种新颖的观影场所
中，隐藏着诸多问题，是否有
经营资质，片源是否合法，消
防措施是否到位等。近日，大
河报记者对郑州市内多家私
人电影院进行了走访和调查。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诸多问题：消防安全有隐患、片源或涉版权侵权

大多私人影院都藏身商住两用楼

对于私人影院所播
片源的问题，昨天，郑州
一大型院线市场策划部
王经理表示，类似的情
况一直在他们的关注当
中，这些私人电影院在
播放影片的版权问题上
几乎都涉嫌违规。

“正规标准影片无
论是国内片子还是进口
片子，在播放前都会出
现‘公映许可证’页面，
即我们熟悉的‘绿背景
金黄龙标’。”王经理介
绍，该标志就是国家广
电总局允许该片在公共
场所播放的重要标志。

此外在音像发行行
业内，影片在播放前会
出现“Warning（警告、

预告）”页面，提醒观影
者以下播放内容只能在
私人环境内进行观看。

“只有以上这两种明显
标志类页面的出现，才
证明这部影片为正规音
像授权，否则均为盗版、
侵权影片，更不被允许
用作商业、营利用途。”

“除此之外，影票也
是标准之一。”王经理进
一步介绍，目前郑州市
场上的确存在一些正规
的中小型影吧，容客率
在20~60人，隶属于正
规院线。“正规影院都会
出具电脑影票，上面标
识有清晰的时间、地点、
片名、票价、支付方式以
及防伪二维码等。”

市民杨先生的孩子今年
上初二，暑假刚至，家长在他
手机上发现了包夜看电影的
团购券，根据杨先生提供的
线索，记者登录某团购网站
在郑州市区范围内搜索到54
家“私人影院”，其中，花园路
与丰产路交叉口一商住两用
楼群成为私人影院的聚集
地。

进入私人影院，记者发
现，里面大多由上百平方大
小的住家户改造而成，客厅
即为接待吧台和候影区，各
个房间根据大小不同设立为
不同主题的观影包间。每个
包间的装修风格不同，有软
沙发、大圆床，还有投影仪和
幕布。

影院内部装修各具特
色，兼顾观赏性与趣味性，有
好莱坞科幻、浪漫爱情、动漫
明星等不同主题的观影空间
供消费者选择，和传统影院
大不相同，这里更像是KTV
包间。

“影院的小包间适合2~
4人，大的最多可坐8人。”晚
上10点，所设5个包间已全
部满员，包间都为不带窗木
门，均可反锁。“候影厅”内设
置有新片推介板、爆米花机
和各式酒水，不少年轻男女
正排队等待观影。

据接待人员介绍，团购
有优惠，2~4人观影的包间
每小时39元，提供零食和饮
料，而主推的1~8人通宵包
场观影套餐为198元，时间
从当晚 11 点半到次日早 8
点。此时，一个房间内走出
五六名高中生模样的年轻男
孩，兴奋地讨论着剧情，房间
内空气污浊，烟味弥漫。

接待人员表示，生意一
直很好，几个包间，每天从中
午至次日早晨会有几十场客
人翻台，过夜的也不在少
数。“我们提供公用卫生间，
但不提供洗漱用品，有被褥，
过夜不需要登记身份证件。”

□记者 杜一格 实习生 杨绪成 文图

藏身商住两用楼 私人影院悄然流行

昏暗的灯光、私密的小
包间、不流通的空气……如
今，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录
像厅的私人影院悄然风靡，
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隐患。

该楼内的另一家私人电
影院，由一处四室两厅住宅
户改造而成，房间内设榻榻
米或大床，隔音效果好。最
大包间近20平方米，据称每
天有十几拨客人，多是年轻
男女，还有中学生。

接待人员介绍称，想看
啥就有啥，没有的影片可网
络下载，甚至一些尚未下线
的片子在这里也能看到高清
版。“我们有自己的资源库，
有些热映片子还会专门通过
电影渠道商进行购买。”

采访中，记者完全看不

到这些私人影院中有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
消火栓系统以及应急照明等
消防设施。追问其室内是否
备有灭火器，接待人员一脸
茫然。

此外，这些私人电影院
均无法提供消费发票，追问
其是否有营业执照，接待人
员均以自己不是老板为由拒
绝回答。

随后，记者来该楼群的
物业方进行咨询，值班人员
表示，小区五栋楼内90%都
是商户，租户只要跟房东商
量好，就可进行内部改造。

“只要不动承重墙就行，不需
要给俺物业提供报备啥，营
业执照也不用。”

昨天，记者将此次
暗访情况反映给河南省
消防总队，其相关负责
人表示，根据描述，这类
私人电影院在消防安全
方面存在极大隐患，属
于严重违规的经营行
为。

“首先，这样的私人
影院属于公众聚集场
所，也是人员密集场
所。根据《河南省消防
条例》要求，公众聚集场
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
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
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
防安全检查。而这些私
人电影院深藏商住两用
大厦内，并没有在消防
机关进行报备。”该负责

人称。
其次，根据《河南省

消防条例》要求，人员密
集场所的室内装修、装
饰，应当按照消防技术
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
难燃材料。“严禁使用燃
烧时产生大量有毒烟气
的材料；装修、装饰材料
在施工安装前应当按照
规定经具有相应资质的
检验单位见证取样检验
合格。”

“此外，室内电器产
品的使用及线路、管路
设计、维护、检测不能保
证符合消防标准，一旦
出事，门窗设置可能会
影响逃生和救援。”该负
责人表示。

昨天下午，郑州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
责人就此事向记者进行
了反馈。该负责人表
示，如果私人电影院存
在留宿人员情况，必须
按照《旅馆业治安管理
办法》，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等

相关证件，经审核取得
资质后，才可以留宿，并
且必须登记和上传住宿
人员的有效身份信息。

“如果该场所不满
足上述条件，即违反《治
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该负责人进一步表
示。

1.消费者众多，包场过夜不用登记身份证
几个包间，每天中午至次日早晨有几十场客人翻台
过夜的也不在少数

2.拿不出执照和发票，消防意识淡薄

房间内昏暗的灯光、不流通的空气等，
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录像厅

1.片源不明，或涉嫌版权侵权

2.私人影院不具备留宿人员资质

3.私自改建改造，消防存在极大隐患

调
查

探
访

卫辉两名执法人员
违规执法被停职

中信财富指数发布
暨三季度
投资报告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