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嗨，小李，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王先

生是温州浙石加油站的常客。“这个是防爆

POS机，在加油现场扫一下手机就可以付款

加油了，安全又方便呢！”浙石站加油员小李

热情地介绍。“哇，还有这样高科技的设备啊，

服务越来越人性化了啊！”王先生惊喜地说。

为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并同步提高油

品销量，6 月初开始，温州石油在全区 54 个

加油网点投放了上百台移动防爆 POS 机。客

户无需下车，只要打开支付宝、微信或易捷钱

包的付款码，防爆 POS 机一扫只需几秒完成

支付。“现在手机支付在其他行业已经很普遍

了，我们加油站也紧跟市场需求的步伐，推出

移动防爆 POS 机，大大节省了车辆排队等候

的时间，非常受客户欢迎。”温州西山加油站

站长郑承勇高兴地说道。

据悉，移动防爆 POS 机的使用提高了加

油车辆通过率和加油车次的服务率，此举为

温州石油增量提效找到新的突破口，同时也

增强了在油品市场的竞争实力。 渊朱建霞冤

温州石油：移动防爆 POS 机全面上线

6 月 14 日，在第五届国际瑜伽日来临之

际，以“瑜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红豆运

动”总冠名的“2019 中国（无锡）国际瑜伽节”

在禅意小镇·拈花湾隆重启幕。开幕式上，无

锡市委副书记、市长黄钦宣布 2019 中国（无

锡）国际瑜伽节暨“红豆杯”全国健身瑜伽俱

乐部联赛无锡站开幕。为了推广健身瑜伽，本

次瑜伽节引入“红豆杯”全国健身俱乐部赛，

来自全国几十个俱乐部的 300 余名瑜伽专业

选手将参与角逐，整个活动持续 3 天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红豆运动”赞助了此次

瑜伽节所有报名活动者的瑜伽服，瑜伽垫和

瑜伽袋。提起“红豆”，更多人对其服装产业的

居家服、正装、休闲服等产品更为熟悉，殊不

知，红豆运动是隶属于红豆集团旗下的运动

品牌，现阶段主打瑜伽服，着力为运动爱好者

设计运动服饰，打造全新的运动理念。

2018 年 11 月 11 日，红豆集团独家赞助

首届锡山宛山湖国际马拉松在无锡东开跑，

站在锡东红豆财富广场大楼高层眺望赛事、

亲身在跑道上驰骋，红豆集团全体上下都深

刻感受到运动的魅力、认识对运动对强身健

体的重要性，继而借此契机决心开拓红豆运

动装市场。

要知道，早在 2008 年，红豆外贸运动装

的出口业务产品便基本覆盖运动全品类，有

着这样的经验背书，红豆运动的品牌诞生既

顺理成章，又一脉相承。依托红豆集团深厚的

文化底蕴，以及在纺织服装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高科技与智能穿戴的大背景，以“给你一场

舒适时尚的运动”为 slogan，“红豆运动”开启

了不一样的瑜伽服新篇章。

从最初的产品单一、市场定位不准确，到

聘请知名设计师打造全新品牌形象，再到严

格把控成衣、拥有健康的产业链、拥有部分稳

定的客户群，红豆运动在摸索中不断前行。现

如今的红豆运动设计团队经验丰富，曾供职

GAP，VERO MODA 等国内外知名运动、时尚

品牌，因此服装在版型设计上，兼具运动施展

的舒适性和视觉呈现的时尚完成度，一下子

捕捉到瑜伽爱好者喜爱这项轻运动的初心。

红豆运动的创立源于对瑜伽的热爱，以

推广瑜伽及其他轻运动为经营核心，以为运

动、健身群体提供最优性价比的产品为发展

原则，将设计、生产、销售融为一体，后期也将

会延伸到其他轻运动服装领域。现阶段，品牌

线上线下销售同步进行，线上经营天猫、京东

旗舰店，线下推广品牌文化传播的同时，承接

运动比赛个性化定制业务。

在运动与时尚中，红豆运动致力于找到

最佳平衡点，将两者完美统一，向每一位瑜伽

练习者和运动爱好者提供舒适典雅的服饰，

向崇尚健康生活的人群传递积极进取的生活

态度。 (宏轩)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粉碎技术

领航者———浙江力普粉碎设备有限公司

经绍兴市科技局批准获建的嵊州市粉碎

设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自成立以来，在

超细粉碎设备领域多方位创新，长袖善

舞，精彩纷呈。

一是高起点袁立足高端客户袁细分市

场袁定向精准开发新产品遥
专门为上市公司、世界 500 强等高

端客户精心设计、量身定做，以此作为企

业的战略突破点，有力拓展了产品在国

内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同时，借力国家重

点扶持的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瞄准纳米碳酸钙、石墨球化粉碎、

精制棉粉碎制备纤维素醚多个细分市

场，成功抢占高端粉碎设备领域制高点，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新战略袁以专利保护为核心袁构
建特色技术产品链袁打造行业品牌。

以专利特色技术构建产品链，积极打

造粉碎设备行业名牌产品，成效显著。该

公司立足自身拥有的粉碎设备特色技术

领域优势，开发出行业领先，拥有 8 项国

家专利的纳米碳酸钙分散粉碎生产线集

粉碎、分级、集料、除尘于一体，高效节能

环保，是国内顶尖的粉碎设备。力普在品

牌价值塑造层面用产品说话，注重技术驱

动，品质取胜，以高品质的产品成功抢占

行业高地。目前，浙江力普已成为国内知

名的专业生产各类超细粉碎、精细分级成

套粉体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

优秀创新型企业。研发的多款粉碎设备新

品进入省市科研项目，成为浙江省新产

品，评为浙江省重点科技产品。

浙江力普咨询热线院13806745288尧
13606577969
传真院0575-83152666曰
力普网站院www.zjleap.com曰
E-mail:zjleap@163.Com

数据显示，天猫 618 活动期间，聚划算

整体成交同比去年增长 86%，几近实现增

倍。其中，三至五线城市购买用户和购买金

额同比增长更是双双超过了 100%，展现正

品好货对下沉市场消费者的强大吸引力同

时，也引领品牌和商家频频超越自我，创造

新的销售成绩。

此次天猫 618，聚划算交出的成绩单，可

以用“三个最”形容，最多品牌新客，最强品

牌爆发，最快下沉增速。在“消费升级”与“渠

道下沉”的大背景下，聚划算此役交出亮眼

成绩单，强势超越其他电商平台。

最多品牌新客
聚划算为品牌18天带来3亿新客

此次天猫 618，聚划算祭出双 11 级别的

优惠力度和平台补贴，频频击穿行业底价。

仅最后一天推出的 618 元 iPhone 就吸引千

万用户疯抢。在下沉策略和实打实的优惠之

下，聚划算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持续增长，短

短十多天就为品牌带来了超 3 亿新客。

仅以聚划算今年主打玩法“千万爆款

团”为例，“每天 10 个千万爆款团 100 个百

万爆款团”的小目标轻松达成。根据后台数

据，每个销量破万件的爆款，平均能给品牌

带来上万名新客。仅此一项，聚划算在天猫

618 期间为品牌带来的新客就有至少 5000
万。

主要客群为城市家庭和白领阶层的三

只松鼠，参与聚划算“前 N 件 5 折”玩法，

吸引了一大批价格敏感型的全新用户，销

量也随之爆发。618 开场以来，三只松鼠

零食大礼包已在聚划算爆卖 90 万件。截至

6 月 16 日，三只松鼠在聚划算获得 120 万

新购买用户，如果算上新访客，数量将更

加可观。“巨划算”的聚划算，不仅让消

费者买得更爽更开心，也让品牌获得了更

大量级增长。

通过极致优惠和下沉市场的持续开拓，

聚划算为品牌带来新客的速度与效率，已经

完全超越其他电商平台，各行业品牌在聚划

算加速收割新客群。珠宝服饰行业，天猫

618 期间，平均新客占 8 成；优质优价的国货

品牌也借助聚划算获得爆发，以浙江台州的

新锐电动牙刷品牌福派为例，天猫 618 开场

仅两天就爆卖近 40000 单，超过去年 6 月整

月，其中来自二线及以下城市的新用户占据

九成。

最强品牌爆发
百余品牌增速破百倍

天猫 618 狂欢日的第一个小时，美妆品

牌兰蔻就创下 5164 万的销售成绩，同比去

年增长 117 倍，比去年 6.16-20 日 5 天的销

售总额还高出 48%。

在聚划算的强势带动下，今年参加天猫

618 的品牌，有不少展示出了超越双 11 级别

的商业爆发力。对于品牌来说，在天猫 618
期间“参聚”，一次活动爆发出的能量，可以

相当于平时一个季度甚至更高的销量。聚划

算展现出的商业爆发力，也创下了今年 618
期间各平台之最。

今年天猫 618 期间，参聚的欧莱雅 95
分钟销售破亿，爆发系数 100 倍，核心单品 2
天爆卖 30 万支；护舒宝开卖 1 小时超过去

年 618 最后一波总销售，爆发系数 118 倍；

Olay 光感小白瓶 & 淡斑小白瓶 15 分钟破

千万，爆发系数 102 倍……

品牌爆发的背后，是聚划算对品牌的全

方位赋能———从数据端赋能产品设计，从市

场端引爆品牌销售，从营销端提升品牌形

象。

6 月 16 日，匹克在聚划算上创造了单日

成交暴涨 4300%的成绩，其 15 小时的销售

额就超越去年双 11 全天。特别是聚划算数

据帮助匹克设计的“态极”系列，创下款款上

新全部卖爆的纪录，新客比例高达 90%以

上。在聚划算的帮助之下，匹克不仅巩固三

四线城市的基本盘，更打开了一二线城市更

加广阔的发展通道。匹克也借助淘宝实现了

从设计、拉新到销售的全面自我进化。

此外，阿里丰富的商业生态，还为品牌

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聚划算的赋

能下，科沃斯机器人联手天猫精灵，共同推

出语音控制的青春版扫地机器人，产品一经

上线便极速卖爆。

最快下沉增速
下沉市场增长翻番

今年天猫 618，聚划算还创下了中国电

商平台中，最快下沉增速的记录，三至五线

城市购买用户和购买金额同比增长双双超

过 100%。聚划算携正品好货强势下沉，满足

低线城市用户需求的同时，强势挤压山寨劣

质产品的生存空间。

被视为消费升级代表的苹果手机，只用

了 2 分 45 秒就率先进入天猫 618“亿元俱

乐部”。爆发增长的背后，是来自下沉市场的

巨大消费动力。天猫 618 期间，苹果品牌三

至六线城市的成交同比增长达 170%，比一

二线城市高出近 1 倍。在聚划算，iPhone
XR 1 分钟成交就突破 5000 万。

因特卖模式更具价格吸引力的聚划算，

在此次 618 期间成为品牌好货触及小镇青

年的首选平台。跑步机品牌亿健在聚划算的

数据赋能之下，推出了千元跑步机“亿健

note”，上线天猫 618 后一路卖爆，购买这款

跑步机的消费者，七成来自三至六线城市，

“几乎全都是新客”。风靡于北上广深的健身

热潮，也因为聚划算吹到了中西部小镇。天

猫 618 期间，亿健实现了同比 203%的销量

增长。

“今年 618，天猫实现了超乎预期的增

长，聚划算营销平台更是实现了全面爆发，

这反映了淘宝天猫加速向三四线渗透，帮助

品牌商家抓住了增量市场。来自新用户的强

大购买力，也展现了当下国内市场蓬勃的消

费需求和强劲的增长动能。”阿里巴巴营销

平台总经理家洛表示。

渊中新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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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消费趋势的演变，跨境电商行

业这几年来，一直保持着逆势增长，2012-
2017 年增长总和超过 300%。据艾媒咨询(i原
Media Research) 此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2018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 9.1 万

亿元，用户规模超 1亿。但经历了电商发展的

黄金期之后，传统玩法下的红利已然消失，行

业发展亟待一场变革，来开拓新一轮增长红

利。

618的新玩法
线上下融合成为新趋势

跨境电商市场内需庞大，相关数据显示，

超五成用户每月购物一次，个性化、高品质的

消费需求更加突显。然而，线上门店消费弱场

景化、消费者购物体验与线下门店不同或存

在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跨境电商发展亟

待解决的问题。巨头们纷纷寻找新增长点，多

数将目光投向线下，回归零售的本质，去将业

务做深做精，线上下融合成为新趋势。

深度融通线上线下的奥买家全球购平台

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双线购零售”

的战略指引下，成立于 2015 年的奥买家，用

了不到三年时间，2017 年成为广东省跨境电

商十强。奥买家平台增长速度惊人：2018 年新

客同比增长 1071%；2018 年站内流量同比增

长 676%。

今年 618，奥买家在跨境电商领域，又率

先实现了全面的线上下融合，通过“会员一体

化”、“营销一体化”、“商品一体化”、“数据一

体化”等四个一体化手段，将线上与线下全面

打通，并完全同步，让消费者有机会体验到海

淘的新玩法，享受海淘的新乐趣。

两端并重的线上下布局
“四个在线”的“双线购零售”模式

不同于传统巨头的从线上向线下延伸，

奥买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铺设线下门店，而

且在“双线购零售”战略下，形成了线上线下

两端并重的发展模式，无论线上平台，还是线

下平台，都持续在做重度投入。将商业地产与

跨境电商结合，并由此成长为一种“双线购零

售”模式，是奥买家在跨境电商领域最具优势

的特质。

奥买家全球购总裁刘丽萍如此阐述奥买

家“四个在线”的“双线购零售”模式：商品在

线、会员在线、数据在线及场景在线。她认为，

奥买家双线购的商业模式里，有很重要的两

点，一是上游供应链，与品牌方及物流和服务

商深度合作，二是线下加盟店的拓展。

自 2018 年开设第一家线下门店起，奥买

家步履不停，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和地区布

局。刘丽萍表示，公司在供应链打通、物流、推

广等方面已经充分领先。在线下店拓展方面，

奥买家快速布局。据刘丽萍介绍，目前“双线

购零售”模式下的智慧门店已经陆续在广州、

深圳、珠海等城市落地 10 家，预计未来三年

会将这一数量增长到上千家。

双线优惠多重体验
带消费者玩转618挑遍全世界

伴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假货、

维权困难、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不断涌

现，成为制约行业良性发展的“绊脚石”，据艾

媒咨询的调查显示，2018 年，约 30.7%的用户

因海外商品质量好而选择了海淘，跨境电商

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重视，也成为

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618 电商节期间，在奥买家线下门店的消

费体验中，通过店内的全球溯源屏，顾客也可

随时追查产品源地，保证海淘货物正品。谈到

海淘线下店的体验，消费者们一致好评，纷纷

表示：“平时海淘都要等上很多天，在这儿马

上就能买到，特别方便”、“给孩子买东西看到

实物更放心，价格又优惠，忍不住就囤货了”、

“省心省力呢，这里看好线上下单，还没逛完

东西已经到家了”……

这次奥买家“618 狂欢日”，包含成千上

万的海外认证真品，覆盖欧洲馆、日韩馆、澳

新馆、美洲馆、中国馆等五大国家馆，涵盖各

大品牌商品，并通过更精细化的经营，大面积

覆盖消费者的需求，为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

据奥买家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商品、会

员线上线下“四个一体化”的全新体系和 PC
端网站、移动端 APP、微信商城和线下门店等

四大购物场景的全场景购物模式，在本次 618
电商节，通过 VR 等新技术的融合，要让消费

者在线上也能享受“逛街”的乐趣。除了主促

活动之外，还设有会员价专享、等级特权、奥

园业主专享福利等丰富的活动，并保障同一

个商品，线上线下皆可购买，同步积分，同等

优惠，带消费者玩转 618，挑遍全世界。

业内专家认为，2018 年以来，电商法等一

系列新政的出台让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更加规

范，为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奥

买家的“双线购零售”模式，能够将线上产品

信息与线下用户体验有效结合，提高用户粘

性的同时也较好地保证了平台产品质量，让

消费者挑选到更好的全球优质产品。而这种

模式的有益探索，也将进一步提升用户对跨

境电商行业的信心，并助推行业的良性发展。

渊消费日报网冤

奥买家全球溯源屏正品查询

618 的新玩法
奥买家“双线购零售”刺激新的消费需求增长

主打瑜伽服
红豆集团进军运动装领域

聚划算在天猫 618 创下“三个最”
交出亮眼成绩单

细分市场搞新品开发
特色技术抢行业高地

浙江力普构建嵊州市粉碎设备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精彩纷呈

广告

公 告
兹有四川祥耕耘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是经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
批局 2016 年 7 月 27 日登记注
册的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
会容。为规范公司管理，现作如
下公告：从公告之日起公司所有
对外签订的合同、授权委托书、
承诺书、欠条、借条、收款收据
均以加盖公司行政章和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会容签字确认
为准。凡未加盖公司行政章和
法定代表人刘会容签字确认的
合同、授权委托书、承诺书、欠
条、借条、收款收据，公司均不
承担法律责任。请相关权利人
在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公
司法定代表人刘会容申报，权
利人限期内未申报，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508105276
四川祥耕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二 0 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成都旭发物资有限公司股东
会已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
成都市量力乡剑龙钢材汽摩配物
流港二区 6 排 8 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2019 年 6月25日
●四川鼎峰盛世贸易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
105024901，开户 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晶
蓝半岛支行，账号：2280170104
0008884）遗失作废。
●金牛区琪海家用电器经营部，
营 业 执 照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10106600603539，经营者：张晴
文）遗失作废。
●四川华奥斯特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00006896720XL）2008 版增值
税普通发票 （二联无金额限
制版）1.0 份，发票代码：5100
152 320，发票号码：05719644，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茂源振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5MA67A7W
CX6）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清数智城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6
1WQUJ0K）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公司，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成华区凤寿栋轮胎经营部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8MA6
9X4JB86）遗失作废。
●成华区石裕丽商贸部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8MA6DF
QR04L）遗失作废.
●成华区弘成祥服装经营部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8M
A6C724M8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青羊济德瑞诊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
MA6AXP638D）经股东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华岳三合商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730WE99）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成都市辉途致信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号：5101090
00241357）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汇美家门窗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代码:
57739260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市周谢鑫快餐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4MA6C5PKQ4D）经股东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企业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栈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7MA61RU1F7X）
遗失作废。
●成都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武侯十一分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7MA6CP3HCX9）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码驰科技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 915101007921821556）
四川省成都市地方税务局通用
手 工 发 票 25 份 （发 票 代 码
251011352021， 发 票 号 码
00248501-00248525）遗失作废
●四川力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向彬，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 书 编 号 ： 川 建 安 B (2013)
0000771，遗失作废

●成都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双成三路服务网点（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MA6
1RUTD9E ）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作废。
●成华区燕盛源汽配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8MA62
Q3FPXJ）遗失作废
●成华区欣洪雨汽车美容服务
部，营 业 执照正 本、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8M
A6CR23R14）遗失作废
●通江县铭鑫古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李明峰，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证书编号：川建安 B

（2017）2090073 ，遗失作废
●成都市温江区醉仙阁饭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23670417282000，声明作废。
●金牛区兴明小吃店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
6MA62C8AD72 遗失作废
●川 AAE038 营运证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华星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
394385619E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312.
5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238.7083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达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5101042000826）股东会决
议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艺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
052542661T）通用手工发票（三
联千元版）25 份，发票代码：
25101125202 1 发 票 起 止 号 ：
04967276-04967300 及 发 票 领
购簿遗失作废。

●金牛区兴广泰装饰材料经营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6
MA62QFFH72)2008 年版普通增
值 税 发 票 01634788-01634791
遗失作废。
●成都鸿润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开具给华润置地（成都）有限公
司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5100153320 发票号码
07943018 发票联遗失作废
●四川中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8MA68H2WH64
遗失作废。
●成都映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已填开作废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051001900104 号
码 00278068 发票联遗失作废
●四川恒汇百益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钟俊三类人员证书编号川
建安 b（2013）0001051 遗失作废
●陈艳身份证号码：510704198
307123129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客满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07
5369937J 经股东决定注销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高新区丝路传奇茶楼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510100MA6DEFC
709）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元吉通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何明强，三类人员 B 证：
川建安 B 证：川建安 B (2016)
0003033 遗失作废
●成都达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纳税识别号 510104
720324433）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省宝雅丽保温工程有限
公司广汉分公司营业执照（注册
号 510681000026902）正本壹个
副本贰个不慎遗失，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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