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受湖南海利高新技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集团”）的委
托，发布海利集团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公告。

一、海利集团基本情况：
海利集团成立于1998年10月9日， 公司住所

为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是湖南省人民政府
出 资 设 立 的 国 有 独 资 公 司 ， 注 册 号 ：
430000000075302。公司经营范围：从事化工高新
技术及农药、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环境保护、安
全与职业健康、化工试剂等领域研究、开发、投资
及上述项目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咨询；工程设
计、环境影响评价、分析检测、生态环境与安全评
价及化工科技信息服务； 政策允许的化工原料的
销售；软件开发；自有房屋租赁。

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海利集团

经评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22715.07万元；总负债
为人民币 10750.78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 币
111964.29万元。目前，海利集团拟增资扩股引进
投资者， 该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湖南省国资
委批准。评估报告结果已经湖南省国资委备案。

二、联系方式：唐女士0731-84178680
������邝先生 0731-84178608

三、公告期限：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
10月22日17:30整止，共计20个工作日。

四、增资扩股方案、付款方式、意向投资者条
件、 意向投资者履约要求等详细信息请登录湖南
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公告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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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铭俊

再过10天，居住在长沙市双
拥路的周文就将前往泰国自由
行。机票、酒店、目的地活动安排
均已办妥，目的地境内的小交通
成了痛点。

另一方面，出境游火热带来
了商机，境外小交通正成为商家
抢滩出境游的新入口。

48元在异国享接送机服务

这次前往泰国，周文预订机
票时间较晚，从曼谷返回长沙的
航班不得已订在了10月7日的早
上7点半，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凌
晨5点前往机场。

周文选择了在网上预订包
车送机服务。 根据《会玩旅行：
2014中国境外包车游年度报
告》，在包车目的地偏好中，泰国
居第一。令周文惊讶的是，这一
次泰国包车的预订过程相当便
捷实惠。

淘宝网聚划算一款48元的
接送机服务吸引了周文的注意。
此款商品上注明一价全包，小
费、过路费、高速费等48元全部
囊括。此外，司机会在机场、酒店
举牌接送机。 遇到语言不通、道
路不熟等问题，还会提供24小时
境内、境外中文客服服务。

将航班号、 预订出发时间、
酒店地址发送给客服，周文的行
程已经被安排好。 下载指定的
App，周文发现虽然离出行还有
一段时间，但送机的司机、司机
电话、车型、车牌号码已经一目
了然。“太不可思议了，使用体验
和国内的滴滴专车差不多。”周

文对这次的预订十分满意。

各路资本瞄向境外包车市场

三湘都市报记者算了一笔
账， 从廊曼机场抵达曼谷市中
心，的士打表费用在70元人民币
左右。 淘宝接送机收费普遍在
100元以上。48元“白菜价”的接
送机活动真能成行吗？记者致电
了该商品所属的公司。

客服代表告诉记者，该公司
推出的曼谷市内40公里内收费
48元的接送机活动是存在的，会
给当地合作的专车运营公司以
补贴。

活动在聚划算共推出1500
个名额，目前，名额大多已被售
出。“顾客自行在我们的App上
预订，同款商品的价格还是超过
100元的。” 该客服进一步解释，
他们的境外包车服务类似于国
内正流行的快车、专车，该公司
在国外签约了一大批车导，“这
其中不乏当地的华人、 留学生。
像滴滴专车一样， 顾客下单，当
地车导会通过他们的车导客户
端抢单。”该代表说，签约车导中
有60%是个人签约，其余的受限
于当地法律，公司会与当地的地
接社和车行合作。

据金棕榈咨询的调查统计
显示，去年内地公民出境总量达
1.17亿人次， 其中自助游人数接
近5成。然而，身处他乡，既不熟
悉环境，又缺少车源成为自助游
人群不得不面对的窘境。这也使
得境外市场小交通成为各大资
本抢滩的战场。

9月9日，境外中文接送机和
包车服务公司“皇包车”宣布，完

成A轮融资4800万元人民币，投
资方为筱光资本、 戈壁创投、中
联基金和左驭资本。此前，境外
专车服务“会玩旅行”宣布获得
了2000万元的Pre-A轮融资；以
包车为基础的目的地深度游平
台走着旅行宣布A轮融资5146
万元， 将大举进攻境外市场。成
立至今，惠租车获得顶级投资机
构北极光近千万美金A轮融资。

随着融资的注入，各大境外
租车、包车平台开始基于资本提
升服务的专业度， 以拉拢客源。
同时，周文用48元享受送机服务
也成了可能。

随着电商的兴起， 不少旅
游交易平台都推出了“返点”政
策来吸引商家入驻。但近日，千
里雪科技有限公司下的B2B交
易平台“e路同行”，以一些旅行
社“刷空单”套取返现为由，单
方面宣布暂停结算业务， 这意
味着有不少资金被冻结。 据不
完全统计， 湖南地区受到牵连
的未结算金额已达1700万元，
多家旅行社现已自发组织进行
维权。

旅游平台“休克”
亿元资金被“截流”

9月19日中午，记者来到千
里雪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十几名旅行社维权代表蹲
守在门口。“我们的资金被套在
‘e路同行’一直没有审核结算，
从关闭交易至今已经4天，‘e路
同行’ 始终没有给出说法。”现
场有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 他们已经建立了维权微信
群， 共有近500家单位组成了
多个维权小组， 将在该分公司
轮流值班。

这一切风波的源头都源自
于“e路同行”9月15日下午发
布的一纸律师函。该律师函称，
千里雪公司“e路同行”业务遭
遇一些用户、 不法分子合同欺
诈， 致使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
失，自9月15日暂停“e路同行”
业务， 有关事宜待公安机关核
实后进行。

这一“暂停”，意味着大量
组团社已经支付到“e路同行”、
而“e路同行”尚未支付给地接

社的团款被冻结。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湖南

地区波及的金额已经达到了
1700万元，而全国金额已经累
计过亿。”千里雪湖南分公司门
口， 一名广西过来的丁姓地接
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旅行社被“坑爹”
湖南区域负责人“蒸发”

据了解，所谓的“业务遭欺
诈”，是指商家借“补贴”政策对
产品涨价并反复交易， 其中一
些交易在线下并没有实际存
在，致“e路同行”损失达1000
万元。

对于“e路同行”这种“一刀
切”的解决方案，不少旅行社负
责人均表示，“旅行社的垫资从
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资金
链的断裂， 已经严重影响了旅
行社的正常运转。”

留在湖南分公司的“e路同
行”销售人员陈彦龙称，公司正
对所有交易进行“审核”，但具
体何时能处理完还不清楚。记
者致电了湖南分公司陆姓负责
人的电话，截至记者发稿前，电
话一直未被接听。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长沙市定王台派出所值班民警
表示， 目前还不能确定千里雪
公司是否涉嫌诈骗。 记者了解
到，该事件目前尚未立案。湖南
平尚律师事务所的周子豪律师
表示，“e路同行”侵害了正常交
易的客户的合法权益， 需对其
行为造成的客户实际损失部分
做出赔偿。 ■记者 钟雅洁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受湖南发展云龙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云龙”）的委托，发布发
展云龙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公告。

一、发展云龙基本情况：
发展云龙成立于2013年11月12日， 公司住所

为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云龙大道88号， 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000万元， 其中湖南发展集团土地储备开
发有限公司出资3500万元，占股70%，株洲市云龙
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500万元， 占股
30%。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凭资质证
经营）； 土地综合开发； 城市公共设施投资管理。
（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目前发展云龙已完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株
洲校区846.5亩土地中的791.89亩土地的摘牌办证
工作，另约54.61亩土地待挂牌出让时，发展云龙拟
摘牌。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15】第1047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发展云龙的
资产总计为人民币117569.32万元， 负债总计为人
民币110340.3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229.01万元。
目前，发展云龙拟引进1名投资者，增加注册资本
人民币4803.92万元， 增资扩股事项已经全体股东
审议通过，并已报湖南省国资委批准，评估报告结
果已经湖南省国资委备案。

二、发展云龙增资49%股权的认购底价（即挂
牌价）：人民币7000万元。

三、联系方式：周女士0731-84117687
������������������������������邝先生 0731-84178608

四、增资扩股方案、其它需披露事项、意向投
资者条件、意向投资者履约要求、公告期限等详细
信息请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
hnaee.com�。

湖南发展云龙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公告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5年9月21日

旅游平台暂停交易，波及超亿元资金

我省超千万资金被套

出境游，也能像国内一样低价包车
出境游井喷，境外小交通成资本抢滩入口，出境游越来越便宜、方便了

“e路同行”事件给B2B平台敲
了一记警钟， 如何用实际有效的
服务来增强用户黏性， 在吸引商
户和健康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
点，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线

下商家在选择合作的线上平台
时，应对其安全性进行充分评估。

最主要的是， 还需完善电
商板块的监管政策，让这种“地
震”在行业内越来越少。

电商监管要跟上

“包车”与“租车”的不同，主
要在于包车带有司机服务。随着
境内租车和自驾游的火热，用户
自驾游和租车消费的习惯正在
形成。不少自助游游客渴望没有
司机， 自己开车在国外享受旅
程。据了解，境外有不少国家或
城市认可中国驾照。在出游前可
以查阅一下目的地的交通法规。
此外，很多国际租车公司为了争
抢中国游客市场，推出了很多便
利措施，例如赫兹在美国、加拿
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亚洲的门店
已接受中国驾照。

据惠租车《2014国人海外自
驾游报告》， 欧美市场的经济车
型日均价不足150元， 与国内租
车市场的价格相当甚至更低，如
果游客多人出行，则能比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更能降低出行成本。

链接

境外也可租车

游客在异国他乡，也能享受便利、低价的交通出行。

行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