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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室内生活场景已成为“科技造

福人类”的主要阵地之一。人们对当下生

活场景未被满足的需求、对未来生活的

无限畅想，都在被一一完成、实现。科技

如何改变生活？今天，我们以全球小家电

市场规模最大的品类———吸尘器为例，

盘点其颠覆性创新及科技应用历程，看

看它是如何从每日居家必备家务———清

除灰尘开始，描绘智能未来的。

戴森吸尘器的行业
领跑地位———43年技术沉淀，
先锋性难以超越

说到吸尘器，我们无法绕开戴森。自

公司成立伊始，它的每一次创新对行业

而言都具有颠覆性意义。而这，可不是一

句空话。

戴森这家公司的诞生，就源于一位

“用户”的不满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英国，一位胡佛牌真空吸尘器用户发

现，他的吸尘器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之

后，总是出现吸力不足的情况。拆开吸尘

器后，他确信导致吸力减弱的源头就是

被灰尘堵塞的气道。

这是一个自吸尘器诞生以来，与使

用体验息息相关却因技术难题和市场利

益被频频搁置的问题。然而，这位毕业于

皇家艺术学院家居与室内设计的用户却

不打算放过它，“如果我真的很在意集尘

袋和吸力减弱的问题，一定也有其他用

户这么想。”他决定，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一试就是整整五年、5127 个模型。

这位用户就是无集尘袋式双气旋真

空吸尘器的发明者，詹姆斯·戴森。从第

5128 个模型开始，世界上第一个无尘袋

式吸尘器诞生了。1993 年，伴随着戴森

“双气旋”技术的问世，采用双气旋分离

技术的戴森 DC01 在英国上市，到 1994
年，这款吸尘器已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

款式之一。从此，吸尘器走进了“无尘袋”

时代，整个行业依托这一新技术向前迈

进了一大步。

可以看出，创立伊始，“解决他人容

易忽视的问题”就深深植入在了戴森的

DNA 里。自首个戴森无集尘袋式吸尘器

诞生后，后来者纷纷效仿，这一吸尘器新

品类也迅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然

而技术可以模仿，企业的内核无法复制。

鼎沸的市场之中，戴森仍然一步一脚印

地遵循着自己“帮助消费者洞察并解决

真实需求”的节奏，先用户之需而行，不

断对产品进行改进与优化，让戴森的吸

尘器总能先市场一步。

无尘袋气旋技术避免了尘袋及气道

被灰尘堵塞，解决了吸力损耗问题，但戴

森注意到，能源损耗问题同样重要。气旋

强劲，但耗能太高，续航能力削弱，同样

会对用户使用体验造成巨大影响。于是，

戴森对双气旋技术再度拆解、研究、重

组，最终发现，用多个气旋，既能达到大

圆锥气旋的分离效果，还能减少耗能，实

现更长久的续航。

于是 2002 年，戴森向市场重磅推出

其多圆锥气旋分离技术，2012 年，又推出

双层放射性气旋分离技术，2013 年，微振

气旋分离技术问世……近 30 年来，戴森

每一次自我革新，都意味着用户可以享

有更强劲、无损耗、更持久的吸尘体验，

而这些，正是一台吸尘器的“心脏”。

詹姆斯·戴森曾说:“作为工程师，我

们的目光必须着眼于现有技术之外，并

问自己，‘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戴森正

用实际行动承诺，: 它愿意去做一名披荆

斩棘的“拓荒者”。

戴森的智能家居态度———
一切以用户体验为先

吸尘器产品要实现智能化，最先纳入

考虑的就是智能吸力调节，从而针对不同

的情况“有的放矢”。比如有地毯的家庭会

面临一个困扰: 藏在地毯绒毛之间的脏东

西通常比硬地板上的更难清除，因此戴森

在 2019年发布的 V11吸尘器的高扭矩吸

头上装载了 DLS智能传感系统，使吸头能

够通过传感器监测刷条接触到的阻力所

产生的耗电量，从而识别吸尘器是在硬质

地板还是地毯上工作，再配合数码马达微

处理器和电池系统微处理器，实现自动吸

力调节，帮助用户更有针对性地清理埋藏

在地毯深处的灰尘。

这一智能功能在当时已属超前，但

戴森秉承着“持续改进一件产品、不断优

化既有发明”的精神，再一次升级了智能

吸力调节功能，在 V15 身上实现了双系

统并行———除了 DLS 智能传感系统，戴

森还为其配备了凭借压电式声学传感器

实现的智能调速系统: 吸尘器吸入灰尘

后，位于吸尘器内部的感应器将感知灰

尘的每一次击打震动并产生声压，这些

声压将被传递至压电式声学传感器，传

感器经过精密测算分析灰尘数量及大

小，而后通过芯片将信号传递至马达及

电池，从而实现根据灰尘浓度自动随需

调节吸力的效果。

从智能调节吸力功能的进化可以看

出，对戴森来说，看似复杂的智能家居其

实很简单———一切仍是以用户体验为

先，让用户在轻松省力间完成高效科学

的除尘工作，达到人机配合“1+1>2”的效

果。同时一切以健康为本，帮助用户打造

更健康的家居环境，做真正有用的智能

化。

除了智能调节吸力，戴森还有许多

创新实践也同时完成了体验与健康双兼

顾的任务。2019 年，戴森为 V11 装上了智

能化的 LCD 显示屏。这款 LCD显示屏可

以显示吸尘器的吸力状态、电池电量，还

可以通过下方按键调节吸力。到 2021年

发布的 V12 和 V15，吸尘器进化到能够

通过压电式声学传感器对吸入灰尘的数

量进行统计，LCD 显示屏也乘着这一功

能再次升级，实现将灰尘数据可视化分

类的功能，以直观且科学的方式，帮助用

户有针对性地改善家居环境。

戴森吸尘器上还有许多实用的“大

智慧”。以往在进行家中大扫除时，用户

不得不拿着抹布和扫帚“上天入地”，或

踩着凳子或趴在床底，抑或是费劲九牛

二虎之力搬开重物来完成对角落缝隙处

的清扫，既费时又费力。为了解决用户痛

点，戴森便开发集强大吸力与轻量于一

身的吸尘器，并配备适合多个使用场景

的吸头配件，让用户轻松完成全屋清洁，

不放过一个角落和高处;不具备高效过滤

系统的吸尘器可能在运作过程中从尾气

排放出二次污染排出不洁净气体、，危害

健康，戴森便为吸尘器装载上多重过滤

系统并做到整机密封，确保排出洁净空

气，避免二次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在亟需科技支持的

用户需求上，戴森不遗余力，且尽善尽美:
有赖于戴森芯片强大的计算能力，V15能

够根据灰尘浓度而非大致洁净程度进行

吸力调节，更科学，且无需人工切换模式;
而在无需过度发力的地方，戴森也以克

制的态度，将创新力用于“刀刃”上，比

如，当用户将吸尘器从木质地板移动至

瓷砖地面或其他硬质地面，如果再仅凭

此为依据进行吸力调整，不仅没有明显

的吸尘效果区别，还会造成电力无效损

耗，影响用户体验。

在科技飞速发展、信息爆炸式流通

的当下，一些创新成果红极一时，却草草

收尾。而戴森选择以踏实的态度专注研

发，始终以用户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挖掘

需求、满足需求。这样的精神内核，使它

不会“为创新而创新”，从风潮中脱颖而

出，成为了真正的变革者。

戴森的智能家居愿景———
与用户共筑一个更健康、
更安心的家

戴森的吸尘器能够在硬件上保证室

内除尘的智能、省力、高效，但实际上，想

要营造一个健康的居家环境，少不了每

个人的主观意愿。一个人只有知道什么

是健康的家，才会正确地运用工具，让设

想成为现实。

戴森重视灰尘研究与用户除尘教

育，并希望从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挖掘用

户未被发现的需求，抢先一步予以解决，

让用户享有健康高效的使用体验。从

2015 年中国家居灰尘研究、2020 年《中

国精英家庭“清洁观”报告》，再到 2021
年的《全球灰尘研究报告》和《室内尘人

体暴露健康风险及高效除尘方式研究报

告》，戴森不断将灰尘不易被发现的“真

面目”摆到用户面前———看似清洁的家

居环境中有可能危机重重，室内清洁不

应仅仅局限于肉眼可见的灰尘;看不见的

室内清洁二次污染有可能正威胁家人健

康，吸尘器过滤性与整机密封性必不可

少……这些发现，从源头改善了诸多清

扫误区，对构筑健康家居环境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除了修正误区之外，戴森还意识到，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居家环境的健康需求

持续升级，除尘方法论也必须跟上。凭借

其对灰尘特性的深刻洞察，戴森提出高

效除尘四大法则，以科学引导行动，让除

尘工具发挥更高效用。

法则一:选择强劲吸力，减少灰尘遗

漏，高效吸除家中灰尘。

法则二: 强劲吸力也应持久不减弱，

让日常清洁无后顾之忧。

法则三: 选择整机密封吸尘产品，过

滤空气，锁住微小的颗粒物如细菌、过敏

原等污染物，做到真正有效的清洁，避免

二次污染。

法则四:家中角落可能藏污纳垢。清

洁时，应有清洁角落、缝隙与高处的意

识，并选择合适的工具及配件，有针对性

地应对各处灰尘。

只有高效除尘理念常伴，居家环境

才能更健康美满。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科技的发展应

永远以人的需求为核心。为先进而先进，

或是为了先进而模仿先进，都只能获得

短暂的成效，与科技的真谛相行渐远。只

有如戴森这样，秉承“解决他人所忽视的

问题”的初心，才能持续产出引领生活方

式变革的好产品。 渊王海亮冤

深度解析戴森创新之路：
不计成本的投入，方有颠覆生活的产品

2021 年以来，湖北黄石开发区·铁山

区人社局充分发挥人社系统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党建引

领，发挥优势、人社惠民、赓续发展”的原

则，积极探索“党建+业务”双融合工作模

式，以党建为引领，重点开展“三个一”服务

活动，通过加大就业对接、创业帮扶、职业

技能培训等，扩大人社政策社会知晓面，确

保各项人社惠民政策落实落地，形成富有

人社特色的党建新格局。

“今天的活动搞得真好，我学到了很多

就业社保政策知识，区里企业把招聘会开到

了家门口，可以当面问人资经理工作具体细

节，提供的岗位都是我们能干的。”太子镇樟

铺村村民刘先生笑着说道。

12 月 10 日，由黄石开发区·铁山区人

社局举办的党建+人社惠民政策宣讲及推

荐就业活动在太子镇樟铺村落下帷幕。当

日，开发区·铁山区人社局组织辖区 6 家重

点企业参会，提供岗位 600 余个，吸引 400
余名求职者入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125
人。

党建+帮扶袁千方百计促就业遥 充分发

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实行支部包镇街，党

员包村模式，积极构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

平台。坚持“互联网+就业”，全方位开展就

业宣传，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省市公共招

聘网、58 同城、前程无忧等网站推荐区内

企业，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宣传稳岗配套政

策，全系统党员干部积极宣传推介企业招

工稳岗信息、招工微电影、微视频，扩大企

业招聘信息知晓率。通过开展招聘会、参观

企业、打通入职绿色通道等渠道千方百计

将岗位送到家门口，帮助求职人员零距离

交流，零距离面试，零距离入职。截至目前，

共组织各类招聘会 80场次，入场企业累计

907 家，提供岗位 6 万余个，入场人数累计

32017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00 余份，现

场达成就业意愿 3056 人。

党建+培训袁拓宽渠道提技能遥 定期组

织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脱贫人员开

展就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就业技能，拓宽

就业渠道，更好的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积极

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切实履行人社部门

职责，打破常规，对失业人员、农民工、退役

士兵等重点就业群体，实施“精准摸排”,摸
清就业意向和技能水平，建立培训需求台

帐，精准掌握就业培训需求，全力做好培训

基础工作。各镇街发挥基层人社中心党支

部作用，以村党员带头作用，结合培训需

求，组织村民开展组织柑橘种植、育婴师培

训、养老护理员培训、就业技能等各类培训

7 期，累计培训 500 余人。培训班结束后，

建立回访制，及时跟踪调查，掌握学员就业

创业进度，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尽最大

的努力帮助创业者实现就业，当好就业服

务“保姆”。

党建+服务袁 凝聚合力暖人心遥 坚持

“服务引领，党员先行”，各科室党员结合职

能，凝聚合力，打好人社服务“组合拳”，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推进业务流

程权限下放，聚焦业务办理中的“堵点”“难

点”，深入开展“局长走流程”活动，组织各

镇街人社中心开展人社政务服务权限下放

培训，极大方便了办事群众。集中开展人社

惠民政策宣讲，局各科室业务骨干组成的

宣讲团，积极在各镇（街）村（社区）向居民

宣传讲解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维权等

业务流程和法规政策，通过面对面宣讲，现

场答疑，着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常

态化组织下沉志愿服务，安排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等活动，有

效对接居民需求，上门办理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手续，切实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元

化、精细化服务。 渊黎安琪 柯技冤

最近，中国邮储银行江苏省泰兴市支

行举行财富中心启动活动，标志着江苏省

系统内首个县行财富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当日，支行还开展了高端客户沙龙活动，邀

约 20 多名大客户参与，通过财富教育知识

宣讲、理财经理形象展示等环节，增进客户

互动，提升服务体验。支行负责人表示，今

后将依托财富中心，积极践行“为客户创造

价值”的财富管理理念，通过提供个性化、

高质量、深层次的综合理财服务，做广大客

户的贴心“金融管家”，进一步在县域市场

打响邮储银行财富管理品牌。 渊江骋冤

吉林“雪乡”不断升级
推动旅游产业化：

“坐地户”凭雪挣钱
对藏在山坳里的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二

合村来说，没有什么比下几场大雪更让人开

心的了。两轮大雪过后，这个只有百余户居民

的小村落非常忙碌，他们要为即将开始的营

业做准备。

仓房里储存的山菜等食材要重新检查；

积雪要妥善安置在路旁，以备制作冰雪景观；

马爬犁、地瓜烤炉也即将“上岗”；还要制作精

美的图片和视频，首轮“销售预热”已经开启

……

最近几年，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村庄

以“二合雪乡”的招牌成为网红村，篱笆墙、红

灯笼、柴草垛、搭建的玉米景观、趣味雪场

……最多时，村子一年接待了 10 万余人次。

村党支部书记卢才书说，每逢冬季，村子

的积雪厚度经常保持在 1 米以上，借助独特

的自然风光，村民在雪地里赚钱。

这个小村落也是吉林省冰雪发展计划的

“注脚”。该省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降雪

期长、雪量丰沛，尤其是长白山余脉山岭绵

延，雪道总面积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吉林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冰雪

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推动全国滑雪产业从

单一滑雪到休闲度假的升级发展，冰雪旅游

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前列，形成了“中国冰雪产

业发展看吉林”的市场认可度。

目前，拥有 400 多名居民的“二合雪乡”，

有 18 户专门从事餐饮及民宿业务，吸引附近

村落的 300 多人来此打工。

雪地摩托、冰雕、雪雕、颇有地域特色的

景观成为村子的“新景观”。“影视剧组在这里

取景，还有专业网红团队在村里直播。”卢才

书说，当下，村民不仅要追求粮食产量，也在

学习运营之道。

同样贴着“雪乡”标签的吉林红石雪乡则

主打“寂静山林”。在吉林省桦甸市，夏季山高

林密的原始森林，在冬季变成了南方客人眼

里的童话世界。

作为林区的转型项目，吉林红石国家森

林公园打造了 6000 平方米的娱乐区，融汇了

雪地摩托、滑雪圈、雪上转转车、冰上自行车、

人体保龄球等项目。

面对即将到来的营业季，林业工人们安

装了 300 米长的景观灯带，木栈道、凉亭、桥

体、观景台等处均做了布置。“色彩迷离的梦

幻灯光与白雪交相辉映，这是我们雪乡的最

大亮点。”景区经理郑晓然说。

更重要的是，雪乡不仅可以增加林业工

人们的收入，对附近村落的带动作用也很明

显。红石雪乡已和附近多个村落签订“订单”，

包括山野菜、猪肉、白酒和手工粉条。

另据记者了解，不断升温的“雪乡”旅游

热也吸引到投资方的关注。几天前，二合村与

德世隆(北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

协议，双方成立吉林雪乡投资开发旅游有限

公司，共同推进“吉林雪乡·舒兰二合”旅游开

发合作事宜。 (苍雁 石洪宇)

10 日，全国产业专家兰州行咨询研

讨会在兰州召开。兰州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郝敬新表示，目前，高新区正在加快

建设兰州航天电推进系统和真空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项目，布局卫星装备制造、航

天特种技术应用等细分领域，引进培育

一批隐形冠军企业，谋划建设中德高端

制造产业园。

郝敬新表示，兰州高新区历时三十

年发展，始终将创新基因融入发展血脉，

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园区建设整体上

实现了质的跨越，但仍存在差距和短板。

当日，兰州高新区邀请部分国家“特

聘”专家、行业资深专家以及兰州本地学

者、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产业咨询研讨活

动，聚众智、汇众力，为兰州高新区经济

发展建言献策、把脉导航，帮助找准高新

区在高质量前行、高端制造细分领域的

发展方向、产业发力点和项目发掘处。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

究员王颖介绍了其主导研发的高科技项

目，他说：“我们的优势是高端制造业，与

兰州高新区园区、兰州大学等在高端制

造细分领域项目上合作，可以优势互补，

带动新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兰州高新区产业发展不

断升级，新增市场主体 2577 家，总数达

到 1.5 万家，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196
家，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4 家，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65 家、总数达到 410 家；

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

等创新平台 31 家。

“如今，兰州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已

集聚企业近 50 家，实现年产值 70 亿元。

但新兴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创新内生动

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产学研相

脱节的短板还比较明显。”郝敬新说。

近年来，兰州高新区“要素聚集洼

地、创业首善之区”的区位竞争力凸显，

“高”和“新”是兰州高新区发展产业项目

的重点，瞄准产业链重点领域，技术链主

流方向，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三

大主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胡志

宇说：“兰州资源丰富，条件优厚，具有自

身独特优势，如中科院、兰州大学等研究

所、高校等，技术创新能力雄厚，通过合

作，将重大研发技术进行成果转化，将有

力助推经济发展。”下一步，兰州高新区将

探索欠发达地区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跨越

发展新路径，围绕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的要求，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瞪羚”企业

的引进和培育，形成梯度培养和分层管理

服务的工作机制。同时，在生物医药、智能

制造、新材料、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领域遴

选成长性好的企业予以支持。

到 2022 年，兰州高新区计划培育 50
家左右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达到 440 家以上，通过人才、资

金、技术等要素整合，促进新兴产业进一

步聚集发展。 渊刘玉桃)

黄石开发区·铁山区：
党建引领促就业 惠民政策“零距离”

游人雪场“撒欢”

12 月 10 日，全国产业专家兰州行咨询
研讨会在兰州高新区召开。 刘玉桃 摄

兰州高新区聚焦产业“洼地”
布局高端制造业育科技“小巨人”

江苏省首个县行财富中心落户邮储银行泰兴市支行

“我自己就是鸥露纸的粉丝，家里用的纸

巾现在全都是它。”江苏苏州石油张家港乐得

发加油站季春娅介绍，竹浆制成的鸥露纸柔

软、韧性强，遇水也不会立即裂开。

作为易捷品牌产品，鸥露纸在江苏苏州

热卖。江苏苏州石油不仅将它卖向了小区和

广场，还把该商品推荐给合作单位。今年截至

10 月，该公司鸥露纸销售 825 万元，累月完

成销售指标 125.7%，排名全省前列。

每天 18 时，是乐得发加油站外出摆摊的

时间。站长季春娅会带领员工把便利店商品

搬到小区门口，向过往居民推荐。“最畅销的

就是鸥露纸，有时候卖完了还要进行补货。”

季春娅介绍，前段时间，经常光顾摊位的李女

士还特意通过加油站客户群预定了 5 箱鸥露

纸，她说纸张质量很好，这是她给 1 岁孙子准

备的生活用纸。

江苏苏州石油凭借鸥露纸过硬的商品质

量，组织加油站员工前往乡镇集市、居民小

区、农贸市场等常见生活区域摆摊设点，拓宽

销售渠道。今年以来，该公司通过摆摊销售，

仅鸥露纸就实现增量 30 万元。

“让更多的人了解、使用并推荐鸥露纸。”

江苏苏州石油还分类施策，根据不同类型加

油站制定相应的营销方案，把热销商品组合

促销，吸引客户试用，培育鸥露纸忠实消费群

体。

江苏苏州石油长期以来实行商品品类经

理负责制，对热销商品进销存进行全过程管

控，保障加油站供应有序。该公司还整理出鸥

露纸团购大客户资料，定期进行跟踪回访，确

保掌握市场第一手资讯。

同款纸巾目前开展什么营销活动，销量

和人气如何？这些都是品类经理需要掌握的

信息。江苏苏州石油还发动全员对热销商品

销售管理提建议、出点子，累计征集建议 236
条，其中“配合销售人员开发客户”等 133 条

建议运用于实践，改善了管理流程。

今年 10 月，新区片区经理潘莉还在品类

经理的配合下成功开发了 8 个团购大客户。

“有些客户因为需要的量大，自己又没有存储

仓库，我们就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多次配送服

务，引导他们快速下单。”潘莉说。

渊陆思睿 姜璟雯冤

2021 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贵州高质

量发展大会暨 2021 年贵商大会 12 日在贵

阳举行，现场集中签约 20 个项目，投资金额

615.8 亿元(人民币，下同)，签约项目涵盖了

现代能源、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等领域。

本届大会由全国工商联支持、贵州省人

民政府主办，以“投资贵州 拥抱未来”为主

题，邀请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优强民营企业代

表齐聚一堂，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

间商会副会长谢经荣表示，在贵州高质量发

展的新征程里，民营经济空间广阔，大有可

为，广大民营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强化科

技和人才支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贵

州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在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赵德明

看来，民营企业已成为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支

撑，民营经济兴则贵州兴，不管是新“贵漂”还

是老“贵商”，贵州都将一视同仁，继续秉承“亲

商、安商、富商”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

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贵人服务”。

“进入贵州洽谈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

贵州良好的投资环境。”奥特莱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董斌说，未来将会不断扩大

在贵州的投资力度，为贵州省筑构新型绿色发

展高地作出贡献。

2021 年以来，贵州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开展产业

大招商，积极对接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加快

推进洽谈成果转化，共达成签约项目 774
个，投资金额 3120亿元。 (周燕玲)

2021 年贵商大会现场签约金额逾 600 亿元

竹浆纸“走俏”站外市场

■ 陈瑶

近年来，以“懒人神器”为起点，各

个领域的“神器”商品层出不穷，销量

日益增长。而在“神器”走俏的背后，反

映了消费升级的明显趋势，以及商家

围绕消费需求的精准创新。

“神器”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商品标

签，它们的特点是效率高、效果好、路

径奇。既满足了人们各种细分的生活

需求，也通过产品设计体现的奇思妙

想，提升了消费趣味性和幸福感。

从消费侧来看，“神器”是一种直

击问题的消费态度，消费者希望通过

产品和服务明确解决遇到的问题。从

产业侧来看，形形色色的“神器”商品

背后，体现了行业、商家围绕消费者的

精准需求展开新商品研发，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供应链体系职能和角色的快

速转变。同时，还展现出产业端对需求

的把控力、产业的创新力、潮流的引领

和制造能力。

同时，众多“神器”的出现，还会进

一步促进创新。消费者的新需求，能够

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大大拓展消

费新领域。而基于线上精准、及时的消

费信息形成的创新机制，能够促进研

发与需求更加匹配，降低试错成本，这

也是各产业新品上线周期越来越短，

爆款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量的

“神器”目前还集中于产品形态创新、

功能创新与整合层面，离核心技术创

新还有一定距离。希望“神器”身上所

表现出来的创新驱动力能推动中国产

业走得更远、更深入，推动核心技术的

进步与突破，使“中国制造”更上一层

楼。

(作者系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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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婷婷

12 月 9 日，2021 携程集团全球合作

伙伴峰会在澳门举行。作为峰会的重要

活动之一，市场分论坛在永利皇宫同步

举行。据悉，本次分论坛以“共创新营销·

共赴美好旅程”为主题，围绕集团产品生

态、内容生态、用户为先，美食林业务升

级、品牌跨界旅行无界新营销、“超级目

的地”战略、多引擎驱动境外目的地复苏

等内容，与行业营销伙伴展开深度交流。

永利澳门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陈

志玲，携程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市场官

孙波出席活动并致辞。

新内容：打造创新营销产品
星力引擎助力品销合一

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激发用户灵感，

实现交易到价值的转化，是营销成功与

否的关键要素。2021 年，携程已经通过营

销产品、营销工具、营销渠道的升级，搭

建全新“营销生态体系”。

携程集团副总裁、整合营销与传播

负责人孙天旭认为，2021 年泛旅行行业

的营销越来越难回避几个问题：卖货如

何转化最好；做内容如何引导高效拔草；

每一次成本的付出是否沉淀了用户带来

了长期价值。面对问题，携程的选择

是———营销工具、营销产品、营销渠道不

断丰富创新。其中，直播、榜单、社区、节

点大促，超级 IP 系列、星球号旗舰店等，

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涌现出的

创新营销产品。

孙天旭也针对性地给出了一组数据

去加以说明：携程 BOSS 直播目前用户、

流量和销售规模仍然稳定，总 GMV 已突

破 50 亿元；携程榜单由大区榜升级为城

市榜，品类从酒店，景点，美食，拓展到了

民宿，目的地等，目前，转化率已经提升

50%；携程商家星球号旗舰店粉丝的平

均客单价、客单间夜等指标都比非粉丝

有显著提升。

同时，全年无休的营销 IP 矩阵，也

在带给商家营销新体验。携程围绕时令

节点、品牌日、上新日、会员日，以及目的

地和周边游等维度展开，为商家提供了

丰富的参与形式，也在用户消费观层面

产生了“携程天天有好货”的新认知。

另一方面，作为携程内容生态的核

心载体，今年携程社区内容创作者数量

超百万，笔记数量超 8000 万，年内容曝

光次数超百亿。携程集团内容平台总经

理翟羽佳在主题演讲中透露，2022 年，携

程内容平台将全面迭代升级，以自孵化

IP 矩阵、营销频道、星力引擎三大内容，

共筑旅游营销枢纽。其中，作为内容生态

又一创新，星力引擎将于明年正式上线，

全面赋能内容生态建设，搭建内容生态

中心平台，紧密链接客户和达人，实现下

单、生产、推广、转化全链路流程，打造旅

行创作生态和品销新闭环。

携程美食林商务总监周之晗展示了

2021 携程美食林榜单升级亮点。今年，携

程美食林榜单全面升级为 5 大等级。包

括黑钻、钻石、铂金、金牌、银牌。截至目

前，已有 6252家餐厅上榜，

据她介绍，升级后的美食林榜单以

用户意见为主导，加入携程各层级会员

投票体系。覆盖城市的数量也由 58 城增

加到 66 城。此外，评委体系的完善以及

旅行美食属性的不断丰富，也让榜单更

加精细化、专业化。数据显示：携程美食

林榜单升级后，精优美食内容发布量提

升 560%，美食内容曝光量增长 120%。

新策略：发布超级目的地战略
跨界营销模式迭代创新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周边出

游、个性需求成为出行新趋势。如何满

足消费者出行需求，同时推动目的地文

旅产业发展？分论坛现场，携程集团政

府合作部总经理张旭透露，携程将推出

超级目的地战略，为中国打造更多顶级

旅游目的地。从多维立体的营销体系，

到顶层设计的诊断规划，再到嫁接行业

生态的招商运营，最后实现品牌与转化

的充分贯通，全方位赋能目的地旅游生

态。

据张旭介绍，携程将通过 BOSS 直

播、星球号旗舰店、TF 旅行者大会系列

IP 活动、跨界内容营销等、搭建多维立体

的营销矩阵。打造私域流量池，定制目的

地专属营销活动。一方面增加目的地曝

光度，另一方面为目的地引流，最终实现

交易转化。同时，还将在顶层设计、人才

培养、智慧旅游、专家智库、招商运营等

方面提供支持，全面赋能超级目的地的

打造，推动传统热门目的地转型升级，推

动新兴潜力目的地弯道超车，帮助目的

地文旅产业重塑焕新。

在疫后消费行为发生变化后，如何

通过跨界营销策略，为客户及用户带去

创新体验？携程集团市场部品牌营销广

告总经理汪妙聪表示，单一的营销模式，

已很难与消费者产生共鸣，而线上+线
下，基于旅行场景打造的深度体验营销

模式；以及“人-货-场”种草至拔草整合

营销，提升品牌塑造与效果转化的品效

营销模式，将成为旅行跨界营销的新趋

势。“用户力、场景力、内容力、产品力是

构成旅行‘无界’策略的关键因素，当四

力聚合，跨界营销将更有说服力。”

新举措：内容引领发展
多引擎驱动境外目的地复苏

当前，国际旅游市场正在重启。目

前，携程在美国国内和欧洲境内的业务

已基本恢复，今年二季度，携程集团旗下

Skyscanner 和 Trip.com 欧洲业务稳定复

苏。

在携程集团目的地营销及战略合作

部（境外）总经理陈冠其看来，一系列积

极的信号折射了出境游逐渐恢复向好的

趋势。他表示，尽管出境游尚未完全恢

复，但依然有一些全新营销举措值得探

讨。据他介绍，疫后消费者行为更偏线

上，对目的地的服务质量及安全措施的

要求提高，一方面，海外目的地线上推广

模式和产品创新，将能够为目的地实现

引流。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扶持，加上

旅游平台的支持，将为海外目的地营销

推广起到助推作用。通过星球号旗舰店、

直播等创新营销模式，海外目的地旅游

依然大有可为。

在分论坛现场，还开展了圆桌论坛

讨论环节。在“内容驱动文旅商融合发

展”论坛上，携程集团副总裁、商业拓展

和政府合作部 CEO 王韦，与海昌海洋公

园副总裁方洪峰，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副

局长官茜，新绎控股总裁李晓菲，中山大

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罗

秋菊，日本熊本市上海事务所所长

NAKAMURA MASAAKI (中村正昭），复

星化妆品集团副总裁 AHAVA 中国总经

理屈黎娜等嘉宾进行了对话。他们表示，

内容营销将带给旅游产业发展无限可

能。敢于创新，将打造旅游消费新场景，

驱动文旅商融合发展。

在内容驱动文旅商融合发展的同

时，出境游如何创新？在“后疫情时代，出

境游如何‘破界’创新”论坛上，陈冠其与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新加

坡旅游局华东区处长陈静丽、洛杉矶会

议及旅游局中国首席代表常红、韩国江

原道驻上海旅游宣传事务所所长高俊

燕、澳门永利渡假村研究及策略规划助

理副总裁倪孟正等与会嘉宾进行了探

讨。“破界创新需要不断创新营销模式，

其中离不开企业的助力。”嘉宾们表示，

未来希望能联合携程，通过营销产品创

新、营销推广模式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境外目的地复苏。

新未来：携程与多个伙伴达成
战略合作 161个合作伙伴获奖

随后举行的推介会，也展现了境外

目的地复苏的信心。携程日本目的地营

销及政府关系总经理刘剑英对日本神奈

川县进行了推介。据她介绍，在神奈川

县，游客可以在东京附近的箱根体验艺

术，观赏富士山美景并探秘温泉之乡；也

可以在古都镰仓体验日本的传统文化，

如日本高级素食料理、人力车体验等，此

外，还能在现代的港湾城市横滨体验豪

华的夜游邮轮。“待疫情退去，神奈川县

期待中国游客前往打卡。”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会现场，澳门永

利渡假村星球号旗舰店正式上线携程。

消费者通过星球号旗舰店，可购买澳门

永利渡假村优质的旅行产品，而星球号

旗舰店也将搭建私域流量池，实现引流。

现场还进行了多个项目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携程分别与新绎、海昌海洋公园

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未来，依托各自资

源能力优势，强强联合，就文旅生态共建

共创开展深度合作，助推目的地文旅产

业效能提升与优化升级，打造业内营销

模式新标杆。

此外，携程还为参与年度口碑榜“最

受欢迎民宿”榜单评选的评委颁发了聘

书。并为 161 个合作伙伴颁发了 13 类营

销奖项。

据了解，在携程“深耕国内、心怀全

球”的战略指引下，携程新营销体系将不

断迭代升级，将以“创新营销产品”、“创

意营销内容”、“创造营销价值”为依托，

打造专业、开放、精准的“营销新矩阵”，

赋能全旅游产业链加速发展。

携程全球合作伙伴峰会市场分论坛：

新营销体系迭代升级 打造多维营销矩阵

“神器”走俏的背后：爆款产品是怎样炼成的？

●陶学刚邓玉琼遗失石棉县他
权证，他权证号00042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锦江区鹏林涮烤店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4L59744496T），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2021 年 4 月 12 日华侨城办公
室 2410#-2418# 房屋维修基金
缴 费 总 金 额 : 28400 元 ，收 据
单明细如下:1、2410#--CDSF0
1649 开 具 金 额 :2121 元 ；2、24
11#--CDSF01650 开 具 金 额 :

2121 元 ；3、2412#--CDSF01
651 开具金额: 2121 元；4、2413
#--CDSF01652 开 具 金 额 :
2121 元；5、2414#--CDSF01653
开具金额:2121 元；6、2415#--C
DSF01654 开具金额: 2121 元；
7、2416#--CDSF01655 开
具金额: 2345 元；8、2417#--CD
SF01656 开 具 金 额 : 5694 元 ；
9、2418#--CDSF01513 开 具
金额:7635 元；以上收据遗失，
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四川议月健康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6MA61RKJU7J）
经公司股东决定，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 200 万元减少到 30 万元，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
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四川艾乐学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四川温资房地产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租金、保证金
收据，收据号：CWZL127952，金
额：31520，声明作废
●四川艾乐学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四川温资房地产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租金、保证金
收据，收据号：CWZL127951，金
额：72764，声明作废
●成都山江畅运物流有限公司
川 A Q8705 道路运输证编号：
510184001256 遗失作废
●宜宾市翠屏区月亮街旅行社
公章编号 5115020026130 发票章
编号 5115020026129 遗失作废

●四川艾乐学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与四川温资房地产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
合同，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乐山市创龙软件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号 5111002800952），
已成立清算组。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本公司相
关债权人前来本公司办理有关
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乐山市创龙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清算公告

南充市顺庆区明白之师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经投资人研究
决定终止企业经营，现拟向南
充市顺庆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南充市顺庆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登记，办学许可证
号为 151130270002109、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91511302MA64GP8
C63，现已对全部资产进行清算，
无债权债务纠纷，如有异议，请
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业务主
管部门反映。特此公告
南充市顺庆区明白之师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2021年 12月 10日
●金牛区凤妹妹家居用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510106MA69KRKM6D
遗失作废。

清算公告
南充市顺庆区博远壹对壹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经投资人研
究决定终止企业经营，现拟向南
充市顺庆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南充市顺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登记，办学许可证号为
教民 151130270002399、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91511302MA695P55
4C，现已对全部资产进行清算，
无债权债务纠纷，如有异议，请
于公告之日起 20 日内向业务主
管部门反映。特此公告
南充市顺庆区博远壹对壹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2021年12月13日
●成都藏瑞祥商贸部，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10105000391632）
遗失作废。

北京伯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兹定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10：00 举办第 14 期艺术品
网络拍卖会
预展时间：12 月 12 日 -13 日
拍卖时间：12月14日10：00-12：00
展拍地点：微信小程序
联系电话：13601009179
●四川天艾丽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332045045D）对公账户
农业银行（银行账号 2280150104
0009563）遗失作废
●成都护扣服装经营部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MA69
RKDM0Y）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温江区辰星汇公益服务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10115MJQ505427Y)无债权债
务，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董元培 向映平 （身份证号：
510922198410195490、510922198
806146003）因本人保管不慎遗
失四川正坤房地产开发商有限
公司开发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华
逸路 198 号的《丹凤朝阳小区》
10 撞 1 单元 16 层 04 号房屋一
套的商品房屋的收据原件（商品
房 收 据 编 号 :0001071 金 额
10000.00 元（大写壹万元整）收
据编号: 0001070 金额 10000.00
元（大写壹万元整）收据编号:
000094 金额 245153.00 元（大写
贰拾肆万伍仟壹佰伍拾叁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对此造成的任何
损失与贵公司无关。
●减资公告：成都昊琳商贸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6MA6CBY2P99）经股东
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5000 万元减少至 50 万元。请
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成都光佳电气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0643073191）遗失，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经董事决定，四川省网商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决定解散。清算组由
梁海虎、姜甜等人组成。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前
往成都市上东大街 53 号新良大
厦 2212 室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 ：梁海虎
电话：19949403860

2021 年 12 月 14 日
●注销公告：成都汇通轩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MA61R1LL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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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江区树下签子餐饮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5101040188042）遗失作废。
●成华区溱卓瑶美商贸中心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8MA6B5A7FX
N）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马丁幼儿陶艺中心（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46696634
63A）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
内向成都马丁幼儿陶艺中心申
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
经四川下课铃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683MA65TE3J30） 股东会
决定：四川下课铃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 120 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四川下课铃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川 A4Z6G4 道路运输证遗失
●成都思锐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1T3X99U） 正 副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新三亚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95525912）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亿涞南古里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4MA69UU9J4X）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
减少到 1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前往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四川垒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4350512890E）
正副本、合同专用章编号：51
01040039341、张晓露法人章编
号 ：5101045091783、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45091784、公 章
编 号 ：5101045080176、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45080177，于
2021 年 8 月 2 日遗失，声明作废
●金牛区爱仕家用电器经营部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660
1474367）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华区陈华春东商贸部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510108MA6DEJYY2N，经营者：
陈华东）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成都驷马行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车牌号：川 A8
H34K，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成都西卡美甲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10108000093642）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瑾珠属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 （ 编 号 ：5101060645897）、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60645
898）、发 票 专 用 章（编 号 510
1060645899）、张为法人章（编号
5101060645900）遗失作废
●成都攀雅缘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5101075094
933）、付 波 法 人 章（编 号 ：5
101075094934）遗失作废

●兴文县五星镇民心村幼儿园
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
编 号 ：JY35115280006003） 正
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媛媛遗失四川瑞和嘉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保证
金 收 据 1 份 ，金 额 ：5000 元 ，
声明作废。
●双流区平安调味品批发部食
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15101160098758）副 本 不 慎
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娟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
9MWBF6Y）经公司股东决定，注
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少到 1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领亿嘉成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822DA60）经 公 司 股 东 决 定 ，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四川鑫耀彤轩环保科技有限
公 司 公 章（编 号 ：5101095433
683）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大山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700
0054390）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雨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800
0204185）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雅筑房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01082009185）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路浩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
司（ 注 册 号 ：5101062009251）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路浩知识产权咨询有限
公 司营业 执照（注 册号 ：5101
062009251）正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绿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注 册 号 ：510109000051904）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市青羊区博达培训学校（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10105
768626051P）位 于 成 都 市 青 羊
区西体路 1 号，拟终止办学并注
销登记，学校组建了清算组，
请学校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
告见报 6 个月内到本校清算组
申报债权处理有关事务，逾期未
办按相关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萍
联系电话：66821300

●成都金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000
0198323）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本草堂药品连锁有限公
司武侯区龙锦店营业执照（注
册 号 ：5101001907610）正 副 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小螺号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82MA6CNQTR0K 食 品 经 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101820019777） 遗 失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帝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注 册 号 ：5101072022338）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张上荣，身份证号 5110231974
05249371，本人的网络预约出租车
驾驶员证（原证件编号 51010105
86）证件因遗失作废，特此申明
●四川芯远软件有限公司备案
通知书（成华）登记内 备字[2
018]第 002346 号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金时达物资有限公司(注册
号 5101092008446) 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龙泉驿区龙泉老陈日杂门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1
2600005637 遗失作废
●成都中海锦城二期管理处开
具给 6 一 2 一 602 的收费收据
（编号：ZH06675419 金额：795.46
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刘涛购买成都吉盛置业有限
公司车位付款收据编号：01034
57，金额：65000 元遗失作废。
●九裹镇桃源村木楠卫生室，遗
失公章 (编码 5118235033112)遗
失作废
●郭金花遗失鲁能城一期车位
预约金收据，收据号 19789，金
额 10000 元，声明作废。
●威远县兄弟餐厅食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编 号 JY251102400
04036）遗失作废。
●威远县飞龙连锁正安董丽梅
超市（注册号 511024600151434）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拍卖公告
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月月拍第十八期
中国书画文物网络拍卖会

书画专场
预展时间：12 月 22-23 日
拍卖时间：12 月 24-25 日

中国书画专场
预展时间：12 月 22-23 日
拍卖时间：12 月 24-26 日
预展、拍卖网址：
泰和嘉成微信小程序
公司电话：010-58761988
●成都市郫都区一亩地冷冻食
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遗失，编号：JY15101240093
501，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郫都区王老幺水产品
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15101240103839，
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贝贝幼儿园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35
101060024094 遗失作废
●四川中鑫厚德商留有限公司
持有的车牌号川 C27261 营运证
(证号 510322001164)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五酿世家（四川）酒
业有限公司代码：91510524MA
668Q69X4 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原伍仟万元减少到伍佰万元
人民币。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智信元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1
12866901，账 号 ：44022590091
00179795，开户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红星中
路支行)，遗失作废
●成都市郫都区莫朝莲食品经
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15101240177167，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识远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注 册 号 ：5101072022226）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玩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 倩 法 人 章（编 号 ：51010953
95367）遗失，声明作废
●唐钊钦身份证 513029199411
110922 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遗
失，即日起非本人使用与本人无关
●简阳市射洪坝艾米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2081
31442907X6）位于 简阳 市雄州
大道万安山峰悠山郡一期，拟
从非营利性转型成为营利性幼
儿园，转型前的所有债务债权
均由转型后的幼儿园承担，特
此声明。特此公告。
●宜宾杨飞商贸有限公司发票
章（编 号 5115040062852）遗 失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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