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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王俊豪遗失车牌号为湘 A6G6
6R 的太平洋保险增值税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
票号码 10124628，声明作废。

◆李薇（父亲：于涛，母亲：陈
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D4302336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正友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科
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吴荡
联系电话：13548564488遗失声明

周重平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5 年 4月 2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2026002276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长申机械加工厂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份，
代码 4300164320，号码 04195165，
041951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新农合林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遗失由茶陵县工商局
2014 年 1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0224NA00016
4X；遗失茶陵县质监局 2014 年
1月核发的组织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90481863；遗失茶陵县
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1 月 9 日核发
的税务证副本，税号为：4302
240904818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凯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凯华 电话：13973129982

注销公告
株洲数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易三雄 电话：13348611286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刘世涛遗失湖南大学就业协议
书学号 201309010310，声明作废。

◆刘紫萱(父亲:刘剑华，母亲:
陈素芬)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402697，声明作废。

◆段文福(父亲:段秋平，母亲:
王乜元)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B430259622，声明作废。

◆段语嫣（父亲：段星星，母亲：
谭凯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49145，声明作废。

◆刘文科遗失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编号：湘建安 C2(2010)
150000788,声明作废。

◆杨滢菠（父亲：杨清林，母亲：
隆记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21415，声明作废。

◆李如溪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报到证，
证号 201510542202100，声明作废。

◆包紫涵（父亲：包凡，母亲：
龙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396929，声明作废。

◆刘子斌(母亲:李红艳，父亲:
刘友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725713，声明作废。

◆胡鑫遗失学校就业协议书，编
号 11710555033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湘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湘 KY3889 的客运车线路牌
一块，标志牌编号 122097，声明作废。

◆邓彬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
23261964042970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杨秀甲采石场遗失永顺
县工商局 2012 年 7 月 6 日核
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2700000
9104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近日， 市场评测机构 J.D.
Power在中国市场首次发布信用
卡满意度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
“积分奖励”是中国信用卡客户最
不满意的服务之一。

近年来， 市民对信用卡的使
用日益深入， 对于信用卡的各种
附加权益及优惠活动也更为关
注， 信用卡积分种种不足也经常
为持卡人所诟病。 如积分政策不
稳定、记积分规定太繁琐、积分兑
换商品物品偏少且实用性不强、
很多用户都没使用积分奖励兑换
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消费
者在使用信用卡积分时又该注意
哪些细节？

积分回馈率普遍较低

记者调查发现， 银行各种信
用卡的积分回馈率普遍较低，某
些银行信用卡的积分换礼业务要
求，积分最少要1万以上。而很多
“卡民”亦表示很少使用积分换礼
业务。

长沙市民郑女士曾经使用过
某国有大行的信用卡积分兑换礼
品：“我当时选了一台一百多元的

风扇，但是积分不够，自己就补了
几十元。结果后来发现，同样的风
扇， 人家只卖五六十元一台。”郑
女士称，当时有被骗的感觉，之后
就再也没用积分去兑换礼品。

“能兑换到的礼物
没有吸引力”

“要消费好几万元才能换到
一个价值几十元的东西。”在长沙
某股份制企业上班的吴小姐表
示， 身边有的同事偶尔会用信用
卡积分兑换一些烧水壶之类的东
西回来， 但最后发现东西也没什
么特别。 她表示自己从来不管自
己卡里的积分：“能兑换到的礼物
没有吸引力， 想要的礼品需要消
费几十万元才能换到， 还不如自
己去买。”

陈先生在某股份制银行开了
一张信用卡金卡， 每月的消费额
大约是4000元。对信用卡消费产
生的积分， 陈先生表示：“积分回
馈率太低， 所以我从来都没关注
过。”此外，陈先生表示从来没收
到过信用卡积分即将过期的提醒
短信。

5月24日晚间，从去年11月
30日开始停牌的天润数娱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
方式， 收购深圳市拇指游玩和
北京虹软协创两家公司的
100%股权， 交易对价分别为
10.9亿元和6.25亿元。

公司5月25日继续停牌，停
牌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个交易
日。

拟向泛娱乐供应商转型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预
案， 天润数娱拟同时向公司实
际控制人赖淦锋控制企业———
广东恒润互兴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83271万元，用于支付收购
上述两家公司股权的现金对价
部分和相关中介费用，但本次收
购不以是否募资成功为前提。

“目前大多上市公司的资
本运作， 采用的是向市场公开
募集配套资金的形式。 天润数
娱现有实际控制人在本次重组
并不影响大股东地位的情况
下，全部出资认购，充分说明其
对本次收购及公司未来发展有
信心。”中信建投湖南研究总部
刘亚辉博士分析认为。

天润数娱表示， 本次交易
完成后， 公司的移动网络游戏
业务将实现从单一的移动游戏
研发及运营商， 转变为集IP运
营、移动游戏研发、代理运营、
推广和技术支持服务的泛娱乐
产品供应及服务商， 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

资料显示， 拇指游玩主营
业务为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与
推广， 所运营的游戏涵盖了战
争策略类、卡牌类、角色扮演类

等多个品类超过200款，并成功
代理运营了《坦克警戒》、《新大
主宰》 等月流水过千万的网络
游戏产品； 而虹软协创是一家
通过提供移动互联网产品计费
和精准营销推广能力、 以提高
移动互联网产品综合变现能力
的服务商。

今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超亿

财报显示，2016年，拇指游
玩实现营收2.18亿元， 净利润
4373.18万元；虹软协创实现营
收 8026.64 万 元 ， 净 利 润
3184.43万元。

同时， 两公司现有股东均
做出业绩承诺，2017年至2019
年期间， 拇指游玩将实现净利
润不低于8500万元、11050万
元、13812.50万元；虹软协创将
实现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6500万元和8450万元，否则将
重新调整本次收购估值， 并做
出相应股权和现金补偿。

记者注意到， 以两家公司
2017年承诺业绩计算， 天润数
娱本次收购拇指游玩和虹软协
创的市盈率分别为12.82倍和
12.5倍，低于近几年A股上市公
司收购同行业14.24倍和15.73
倍的平均市盈率， 也低于目前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A股上市
公司享有的平均53.4倍的二级
市场溢价。

“移动网络游戏产业不是
一个孤立的存在， 需要依靠整
个泛娱乐产业的支撑。 公司未
来还将在泛娱乐产业链里步步
为营， 将公司打造成集内容创
新、市场推广、文化传播于一体
的互联网泛娱乐领域领先企
业。” 天润数娱相关负责人表
示。 ■记者 黄利飞

湘股“触网”重组不停歇 皆在升级转型

天润数娱拟17.15亿收购两网络公司

2016年，天润数娱正式
转型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
及运营业务， 收购点点乐
并表后其去营业收入和盈
利大幅扭亏： 实现营业收
入 1.31亿元 ， 同比增加
694.61%；净利润为5411.31
万元， 而上年这一数据为
亏损438.82万元。

同样是因为并购了移
动游戏业务资产而业绩大
幅增长的天舟文化， 如今
又在停牌筹划资产重组事
项，按照公司对2017年的战
略规划， 持续通过外延式
拓展互联网娱乐板块布
局， 通过投资并购多样化
游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增加新的盈利点， 构建游
戏全产业链， 实现产品类
型全覆盖， 业内人士分析
称此次重组仍将是游戏产
业链上公司可能性较大。

记者统计，目前，湘股
板块有 10只股票正在停
牌，而根据公开信息，这些
公司停牌筹划的事项，与
天舟文化一样， 大多与通
过“互联网+”来实现转型
升级有关。 如快乐购此前
公告拟收购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旗下的新媒体，及
有利于实现产业协同的相
关资产， 尽管未有进一步
说明， 但上述公告基本预
示着快乐购有望再度启动
对芒果TV及相关业务资产
的收购。

多只湘股停牌重组
皆在升级转型

信用卡满意度调查：

“积分兑换”最遭诟病

孟丽伟建议， 持卡人平时可
多关注银行的信用卡积分政策，
了解哪些交易可以计积分， 哪些
交易不计积分， 以及具体积分累
积规则是怎样的， 不要盲目使用
信用卡，更不要无视积分奖励，造
成积分浪费。

“有些银行的信用卡积分还
有一定的‘有效期’，需要在有效

期内合理使用， 否则过期未用就
作废了。同时，不同卡种的积分规
则也不一样，比如有的航空类信用
卡，刷卡消费是直接累积航空里程
的；部分商超类信用卡，刷卡消费是
累积商超的积分，而非信用卡积分，
这一点也需要持卡人关注。” 孟丽
伟表示。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白舒惠 罗梓豪

融360信用卡分析师孟丽伟
表示， 信用卡积分政策只是银行
的一种激励手段， 而非强制性要
求，目前并没有相关行业政策对这
方面进行规范，更多的是由银行自
主制定，因此会出现一些“乱象”，包

括信用卡积分政策时有变动、积分
兑换商品标价不合理等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为了
消费积分而办卡、 刷卡的行为并
不可取。

分析

激励而非强制手段 规范由银行自主制定

提醒

积分还可换机票 时效应当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