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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特色区域

吸收合并公告
经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城市发展”）股东决定及首

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置业”）股东大会决议，首创城市发展将吸收合
并首创置业。

吸收合并前，首创城市发展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万元，首创置业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436,294.085万元，首创城市发展基于吸收合并以股权方式向首创置业
原内资股股东支付对价后，首创城市发展的注册资本将相应增加至人民币 10,774,
067,060元。待吸收合并完成后，首创城市发展将承继和承接首创置业的全部资产、
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合约以及一切其他权利及义务，首创置业将依法注销。

首创城市发展和首创置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73条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特发布本公告，并指定联系人如下：

首创城市发展联系人：颉冲
联系电话：010- 61928706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榆顺路12号D

座0398号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高端产业片区

首创置业联系人：邵雪甜

联系电话：010-61928875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98

号阜城大厦A

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特此公告。

公 告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橡树林路163号望江橡树林三期1栋1单元违法建设责任主

体（具体涉嫌的违法建设房屋栋号及责任主体业主姓名详见本公告后附的清单）：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橡树林路163号望江橡树林三期1

栋 1单元的房屋在产权面积外扩建的建（构）筑物，不能出示相关规划审批等合法手
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属违法建设。本机关已
于 2020年 7月 20日依法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若你（单位/个人）不服本决定，可
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锦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执行。

联系人：张新东 联系电话：15982058096
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龙舟路54号成都市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9月29日
涉嫌违法建设及责任主体清单

成都市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9月29日

楼栋号

3栋1单元3301

3栋1单元3304

3栋1单元3305

产权人姓名

李刚

李元辰

麻静

文书编号

锦综违（东）强字［2020］第7001号

锦综违（东）强字［2020］第7002号

锦综违（东）强字［2020］第7003号

北京时间 2021 年 9 月 24 日, 携程
集团（纳斯达克：TCOM及香港联交所：
9961）公布了截至2021年6月30日第二
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得益于国
内旅游市场整体稳步复苏，今年二季
度，携程集团净营收为 59亿元，同比增
长86%，经调整EBITDA为9.16亿元，较
2020年同期增长 639%，业绩表现再超
市场预期。与此同时，携程集团还在乡
村旅游、人才培养、产业帮扶等方面投
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和资源，为实现共同
富裕贡献旅业力量。

主营业务稳健复苏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年上半年，受益于国内旅游市
场稳步复苏，携程四大主营业务全线飘
红。财报显示，今年二季度，住宿预订
收入为 25亿元，同比增长 96%；交通票
务收入为 21亿元，同比增长 80%；旅游
度假收入为 3.67亿元，同比增长 182%；

商旅管理收入为 3.9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在与合作伙伴共享复苏红利的同
时，携程集团通过产品创新、技术赋能、
费用减免等方式，助力市场加速复苏。
今年二季度，携程通过智能客票综合解
决方案，累计帮助国内27个机场提升客
运中转效能，24个机场客运吞吐量同比
增长两位数。在与携程开展空空联运
的合作后，合作机场的航段量较2019年
同期增长近 40%。通过“机票+酒店”的
营销方式，酒店额外获得携程机票用户
订单的交易额较去年二季度增长近
200%。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以旅行
社门店为代表的广大中小企业承压严
重，为减轻合作伙伴的经营压力，响应
国家“六稳”“六保”号召，今年二季度，
携程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旅行社门
店给予费用减免政策，涉及费用近8000
万元。差旅需求热度持续走高也让国

内商旅市场迎来加速复苏。截至目前，
携程商旅累计为 52万家中小企业、1.2
万家大型企业提供数字化赋能，助力企
业差旅管理费用最高减少 30%，超过
2500万名员工无需垫资即可享受高质
量差旅服务。

“旅游营销枢纽”战略成效初显
多措并举助力市场加速复苏

今年以来，在“旅游营销枢纽”战略
的驱动下，携程内容生态体系持续创
新，多措并举推动旅游市场加快复苏。
今年二季度，携程平台发布的内容数量
环比一季度增长近一倍，携程签约旅行
家数量环比一季度增长 50%。随着携
程直播平台化的推进，今年 6月携程平
台活跃主播数量环比上月增长 76%，直
播间成交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 149%。
作为携程“旅游营销枢纽”战略的重要
载体，携程星球号旗舰店已成为旅业商
家开展旅游营销的重要工具。截至6月

底，星球号旗舰店粉丝规模环比上月增
长 36%，商家粉丝购买旗舰店内自营旅
行产品的订单量环比增长75%。

此外，携程还通过政企联动的整合
营销，助力目的地加速复苏。以江苏为
例，在“内容营销+优惠促销”的助力下，
截至 7月 31日，携程累计为江苏输送游
客超3300万人次。携程数据显示，在暑
期疫情爆发前，江苏省旅游人次和旅游
交易额均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为提
升环珠峰文化旅游圈的供给品质，在上
海援藏项目投资基础上，携程引入战略
合作伙伴西藏平措康桑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投入约 2000万元装修运营的“平
措康桑珠峰大本营富氧酒店”已正式开
业，预计国庆7天全部满房。

此外，今年上半年，携程还分别与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新加坡旅游局合
作，推动当地旅游市场加速复苏。携程
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携程平台上目
的 地 为 澳 门 的 订 单 总 量 同 比 增 长

244%，“机票+酒店”同步下单的用户数
同比增幅达到 445%。截至 2021 年 8
月，通过 Trip.com预订新加坡本地旅游
的订单较上年增长 434%，同一时间维
度下，新加坡本地旅游市场的交易额增
长 270%。Trip.com 新增新加坡籍用户
数增长超10倍。

携程度假农庄多点开花
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一系列的举措表明，作为旅游业新
型实体企业的典型代表，携程正在用

“互联网+旅游”领域 20余年的经验积
累，努力探索出一条旅游业助力“共同
富裕”的新路径。今年二季度，携程“乡
村旅游振兴”战略取得关键突破。

首个公益性质的携程度假农庄于
今年二季度末建设完工，并于 7月初在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式开业。目前，
农庄的运营人员中，本地村民占比近
60%，员工的工资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

平。今年8月，携程度假农庄（安徽金寨
大湾店）总收入环比提升约 62%。其
中，房费收入环比提升约 64%，餐饮收
入环比提升约51%。

除持续巩固自建农庄的服务能力，
携程还通过合作联营的模式，扩大携程
度假农庄在乡村旅游领域的示范带动
作用。9月10日，携程度假农庄（河南济
源小有洞天联营店）、携程度假农庄（地
球仓长沙浔龙河联营店）正式开业。其
中，小有洞天联营店的本地员工占比达
100%，且提供薪资待遇高于当地平均水
平。地球仓长沙浔龙河联营店在上线
携程平台后，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联合
经营前，国庆假期大部分房源已售罄。

此外，在人才培训方面，携程乡村
振兴学园计划于 9月下旬落地金寨，重
点针对乡村振兴管理人员、涉旅企业、
旅游从业人员等制订专业化、体系化课
程培训，进一步拓宽乡村旅游从业者的
职业晋升通道和社会上升通道。

携程发布2021年二季度财报：主营业务稳健复苏 赋能旅游实体经济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贾淘文）9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广东省韶关
市始兴县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
制笔协会再次授予“中国制笔研发制
造基地”称号。

据 了 解 ，始
兴县“中国制笔
研发制造基地”
启动于 2008 年 8
月，由中国制笔
协会、始兴县人
民政府、盛怡实
业（韶关）有限公
司合作共建，基
地规划建设用地
2000 亩 ，总投资
15 亿 元 ，按 照

“三区、二心、一
馆”的整体布局，
分期建设生产加
工区、物流配送

区、生活商务配套服务区、产品设计
研发检测中心、展示博览中心及书法
文化博物馆等。2010年 10月，基地被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制笔研
发制造基地”称号，成为华南地区目
前唯一一个硬笔制造基地，全国第九

个硬笔制造基地，也是我国首个具有
研发功能的制笔研发制造基地，2015
年、2020 年成功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的复评，继续被授予“中国制笔研
发制造基地”称号。2015 年基地被中
国制笔协会授予“中国制笔行业科技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16 年被广东
省工信厅批复同意依托始兴产业转
移工业园带动产业集聚发展区并享
受省产业转移政策，2017 年被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轻工业特色区
域和产业集群管理与服务先进单位”
称号。

多年以来，始兴县委、县政府围
绕“中国制笔研发制造基地”不断引
链补链强链，不断推动科技与产业融
合发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
笔基地集群发展。基地龙头企业韶
关盛怡文具有限公司科研团队围绕
太空笔“卡脖子”领域开展技术攻关，
建立了油墨实验室，引进国内外专家
型 人 才 ，科 研 人 员 占 公 司 员 工 的

15%，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等专利数量达 100 多项。其中，发明
专利 1 件、实用新型专利 17 件、外观
设计专利 102 件，先后被中国制笔协
会和省市评为“科技工作先进集体”

“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韶关市
专利工作先进单位”。该公司研制的
中国第一支太空笔随神九搭载升空
试验，2013 年在神舟十号使用，填补
了中国太空书写工具技术空白，2021
年该公司设计研发的“祥云图案”太
空笔随神舟十二号升空成为中国空
间站航天员工作用笔，成为中国航天
科技的历史见证。

近年来，始兴县委、县政府围绕
“中国制笔研发制造基地”和周边民
俗文化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
文笔小镇。经过近 3 年的打造，文笔
小镇已完成投资达 19 亿元。2021 年
5 月始兴文笔小镇被列入广东省特色
小镇清单管理，成为韶关市五个特色
小镇之一。

广东始兴再获“中国制笔研发制造基地”称号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解 磊）日前召开的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
与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新评及复评产业集群名单，她妆美谷管委
会作为“中国女鞋之都 武侯”的管理服务单位受邀接牌。

当下，直播电商已成为促进消费、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推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作为女鞋特色
产业聚集区，通过创新提能、强链补链、区域协同和城市有机更
新，助力“中国女鞋之都”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形象提升。中国女
鞋之都直播基地是由她妆美谷与知名MCN机构秀猪合作打造，面
积 3400平米，入驻电商直播机构 14家，目前有 50个直播间和近百
名专业主播。在聚光灯的映衬下，主播们精神饱满地向全国网友
推介化妆品、美装、美食等产品，线上互动连连，反响十分热烈。

她妆电商直播产业园以直播货源基地为核心，旨在打造西南
地区最大的直播和选品基地，目前已建成一期 1.2 万平方米，已入
驻供应链商户、MCN 机构、网红孵化机构等 30 家，签约面积 11000
平米，从业人员超过 400 人，合作主播超过 150 人。电商直播产业
园自开园以来，依托武侯区出台的全省首个电商直播产业扶持政
策以及片区优质资源，以打造“中国西部电商直播第一区”为目
标，已与天猫、淘宝、抖音、拼多多等平台达成赋能合作，合力打造
货源供应基地、主播培训基地、视频内容生产基地、直播带货基地
等。

她妆美谷相关负责人表示，她妆美谷将坚持美丽为纲、流量赋
能的产业发展思路，加快构筑美丽经济产业发展体系，深化“中国
女鞋之都”建设，培育美丽经济新业态，焕发芙蓉文化新价值，营
造时尚消费新空间，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赋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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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6日，为进一步推进
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
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第一
次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在湖
南省浏阳市召开。

记者了解到，自《全国烟花爆竹
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湘赣两省四县（市）积极推进全
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
浏阳紧扣产业集聚度、生产机械化、
管理信息化、监管协作化的总体目
标，准确把握好浏阳高标准安全整治
先行区、高质量产业升级示范区、一
体化协同监管引领区 3 个功能定位，

出台了《浏阳市推进全国烟花爆竹转
型升级集中区建设实施方案》，并在
抓紧机械化生产示范线建设、风险监
测 预 警 建 设 等 方 面 取 得 阶 段 性 进
展。目前，82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58家工区（分厂、生产线）实现退出转
型，234家企业完成提质改造。

国家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副
司长张兴林表示，要充分认识集中区
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好集中区
的功能定位和工作目标，提升产业集
中度、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本质
安全水平、智能化管理水平。省、市、
县各级在推进集中区建设过程中，要
健全机制、有序推进、抓实抓细；各区
域之间要加强交流，让集中区建设工
作取得实效，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杨 丽）

日前，第四届太太乐全国鲜味科学
知识竞赛举办。本届赛事历时 3个月，
通过线上闯关赛、线上晋级赛及线下终
极对决三个阶段，线上线下全面联动。
比赛面向美食、食品、娱乐多个圈层全
域招募，瓜分最高 20万元的决赛奖金。
据悉，这也是自2018年起太太乐连续第
四年举办的该项活动，旨在搭建消费者
了解鲜味文化与鲜味科学的桥梁，通过
独具匠心创意形式，累计吸引数十万人
参与，成为鲜味行业备受关注的精彩赛

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竞赛首次融入

时下流行的“剧本杀”形式，打造出一场
沉浸式解谜与知识竞技跨界融合的创
新模式。在游戏中，太太乐描绘了一个
为“鲜味”掀起纷争的美食江湖，玩家将
从鲜味研究所研究员、鲜味餐厅主厨、
野生美食博主和《鲜味起源》栏目记者

中选择一个角色，想要探知角色背后的
真相，想要获得统领江湖的“鲜味宝
典”，唯有进入“迷阵”，亲手“推开”一幕
幕剧情。游戏采用经典闯关模式，并定
期开启不同关卡。

如果说闯关赛是一场属于全民的
鲜味文化狂欢，那 9 月 25 日开启的晋
级赛以及 10 月 18 日在线下举办的最

终总决赛，就是属于鲜味行业顶级人
才的硬核比拼。10月 18日，排名前 20
位的鲜味达人将在总决赛舞台上一决
高下。大赛特别设置个人 PK 赛和战
队争霸赛两大赛场，定格每一个高手
之间的精彩较量。比赛不仅有鲜味知
识达人及业内专业人士参与，还面向
高校相关专业学子、烹饪大拿、美食营
养类 KOL 甚至剧本杀爱好者发出邀
请，可谓多类型知识人才同台竞技，趣
味性与专业度兼具。

第四届太太乐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举办

湖南浏阳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9月26日，“全面小康 奋进山东”主
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威海专场举行。山东
省威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树伟介绍，
海洋一直是威海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海
洋生产总值占全市GDP的34%，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市”。在海洋科技方
面，威海有三个全国领先的亮点，就是一
个试验场，一个海高园，一个策源地。

一个试验场，就是国家浅海综合试
验场。威海依托全国唯一的国家浅海
综合试验场，规划建设远遥浅海科技湾
区，打造海洋装备、检验检测、海洋信息
等产业聚集区。目前已经与 60多家涉
海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建成
省级以上海洋领域创新平台 147家，引
进北京大学威海海洋研究院、中科院海

洋大科学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和行业
龙头企业。

一个海高园，就是威海海洋高新技
术产业园，是北方唯一的海洋生物科技
专业化园区。通过布局绿色养殖、远洋
渔业、海洋食品、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
海洋生物产业总体规模和多个细分产
业全国领先。

一个策源地，就是海洋碳汇策源
地。在发展海洋碳汇方面，威海起步较
早，全市 120万亩海洋牧场“十三五”期
间年均减排二氧化碳气体 48.12万吨，
占全省减排量的三分之一；2017年以来
修复海草床6050亩，每年固碳约33.5万
吨，相当于植树造林2万亩。

（鲁 报）

“我们这儿一顶帽子是200块钱，老
员工一个月能挣4000元，新员工一个月
收入 1000多元。”近日，记者在陕西省
榆林市绥德县秀颜假发加工生产有限
公司采访时，技术员王林涛一边给新来
的员工培训假发手工加工技能，一边告
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假发编织老师教
得耐心仔细，学员们学得很认真。本次
培训的技术，主要是基础假发代工，即
手工钩织仿真发部位。“这个工作真好，

时间比较自由，娃娃照顾了，家也照顾
了，还能挣钱。”家庭妇女刘帆高兴地
说。

为扩大就业创业渠道，促进群众就
业增收，今年3月初，绥德县秀颜假发加
工生产有限公司赴外地学习，引进了假
发手工加工创业项目。从 5月开始，该
公司在县内招募假发手工加工工人，目

前已培训假发手工加工妇女 200余人、
提供优质手工编织假发数千件。

公司负责人方雄雄介绍，手工加工
假发，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时间灵活，
目前就近在学校周边开设了三个点，方
便妇女们交件、取件，节省了时间，采取
的方式是计件薪资，手法娴熟的工人，
平均每天能拿到150元左右。工人培训

合格后，可直接领取假发生产原料回家
钩织，为居家待业的妇女提供了便捷的
就业创业渠道。

据悉，假发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简单易学，手工加工假发既不耽误
家务和照顾老人及小孩，又能实现居家
灵活就业增收，顾家赚钱两不误。

（三 秦）

山东威海三大亮点助力海洋产业提质升级

陕西绥德假发产业拓宽妇女就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