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饼礼盒包装也走
起了年轻化的路线。9月
18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
平和堂一楼的美心月饼
售卖点看到，该品牌新推
出了印有钢铁侠外壳的
绿茶红豆月饼礼盒，价格
为198元，在礼盒内单个
包装上，也进行与钢铁侠
相关的元素设计。

“流星月礼盒是今
年的新品，价格在186元
至326元之间。” 五一广
场罗莎蛋糕的店员吴海
燕表示， 简约包装风格
的礼盒卖得挺好。 记者
注意到， 与过去相对大
个的包装盒相比， 今年
的设计小巧了不少。

为了赚足卖点， 部分

品牌还打起了“限量版”概念。
在美心官方旗舰店内，一款名
为经典迷你珍藏版月饼在销
售页面上被标注了“限量”字
样，只可两盒一起购买，售价
为88元。 据其店内销售记录
显示， 已销售1259盒。“包装
很精美，送人真心不错。”淘宝
ID“墨XX7”在其商品页下如
是评价。

包装走年轻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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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株洲市湖南天地和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株洲分公司遗失三联空
白收据一张，编号 233177，特
声明作废。

◆陈瑶清遗失警官证， 证号
00165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2050 万元减
少为 700 万元。 为保护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向本公
司提出偿债或在本公司提供相
应担保的情况下而暂不要求偿
债的权力，并以书面形式函告
本公司。 地址：冷水江市金竹
山镇金竹山叉路口。 联系人：
李炎红，电话：13973801085
湖南冷水江市鸿鹄燃化实业有限公司

◆何志坚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4652，声明作废。

蓝山县不动产遗失公告
编号：蓝不动产补字（2017）
第 0012号彭胜林遗失坐落于蓝
山县塔峰镇西外街 56 号的房屋
产权证，面积 114.07m2，证号：
蓝房权证塔峰镇字第 00100 号，
声明作废。 蓝山县国土资源局

遗失声明
长沙得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
10020964601 开户行为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白沙支行，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友盈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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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万玲，电话 13574197519

遗失声明
湖南鑫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三份,发票代码:
4300154130,发票号码:02703
195、02703173、0271319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巴兴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9 份,发票
代码:4300171320,发票号码:
28118811、28118813、281188
30、28125656、28125727-28
1257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成龙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1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0626000024817,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32058868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乡市永兴运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地址:湘乡市望春门办事
处桑梅路 112号,联系人:陈华光
电话：13667421188。

清算公告
湘乡市云天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于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地址 :湘乡市昆仑桥
办事处红星村一组健康北路 8 号
联系人: 曹鲜南 15292272989

遗失声明
湘乡市永兴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湘乡市工商局 2010 年 3 月 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
381000009989,声明作废。

◆黄梓萱（父亲：黄祥，母亲：肖
美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40777，声明作废。

◆马纵宇(原名马伟),不慎遗失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学位证，编号 1053
042007005741,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芳，
电话：18692281118。

◆高翌磬（父亲：高武，母亲：
虞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76694，声明作废。

◆贺奖阳遗失湖南科技学院毕
业证和学位证， 毕业证号
105511201305008820 及学位证
号 10551420130028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鼎锦烟酒店杨美
凤遗失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15
年 4月 16 日核发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个体）副本，许可证号
4301011227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德盛废品店遗失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3 月 21日换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43
0301600004904；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食来吻酒餐厅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份,发票代
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 :231
49314、15745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青木摄影有限公司（税号
91430102599425872Q） 遗 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 4300162320，号码 0136
2304、01362305，声明作废。

◆郭时凤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件号 43048219921125808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娄底市点点窗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9143130006014791X5）经
股东决议拟定注销， 请债权人
于此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曾
丽君，电话：15173801481

◆罗玲遗失长沙医学院大学毕
业证,号码为:108231201605272
2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7年 4月 27 日
核发的长沙市芙蓉区禅缘饰品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30216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源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430111053870392）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发
票联）发票代码 4300151320，
号码 01125963 至 0112596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车向前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 ， 注 册号 ：
430103600379575， 另遗失长
沙市天心区国税局核发的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22018319831216223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美特好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金税盘一个， 税盘编号：
661571306984； 由长沙市天
心区国税局大托分局 2016
年 9 月 27 号核发的发票领
购簿，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大学资安学院夏成志
遗失就业协议书，编号:11810
534063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高新区招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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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波,电话 13170412132

遗失声明
经营者：符英遗失张家界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2008 年
4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8026000103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三星华园采石场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曾站祥，电话 13317359953

◆罗诗静（父亲：罗伟，母亲：欧
阳水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515945 声明作废。

◆杨传先（父亲：杨文勇，母亲：
刘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013976,声明作废。

◆王欢遗失湘潭大学建筑环境与
设备工程专业毕业生报到证，
证号 2016105302031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县靳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杰 电话 13507497035

◆李泽升（父亲：李箫凯，母亲：
李映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892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柘源汽车销售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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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晖，电话 18797699179

注销公告
株洲市元亨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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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立斌，电话：1515099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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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众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2098046954）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联），发票代码 4300161320，
发票号码 001364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远县黄日军水粉店遗失由宁
远县工商局于 2014年 8 月 13 日
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1266001896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鑫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嘉禾县工商局 2015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024000015722，声明作废。

◆李瑾瑜（父亲：李斌，母亲：赵
清杨）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13653，声明作废。

【表面功夫】
照片月饼食用墨水3D打印

“独一无二”的肖像月饼成了热搜
的关键词。9月18日， 记者在淘宝上输
入“照片月饼”进行搜索，得到十余家
提供将定制照片印上月饼的服务。

在一家名为可可之恋手工巧克力
的店铺，一盒8个印有照片的月饼售价
39.8元。据店家介绍，这一新品于9月
17日刚刚上架， 消费者只需提供照片
就可以定制， 采用进口食用墨水进行
3D打印，“促销价格39.8元， 再过几天
便会涨价至69.8元。”

照片不容易糊， 而且可以每个图
案都不相同， 这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
者的眼球。 在古情浓意巧克力连锁总
店的店铺，一盒8个的照片月饼售价为
48.4元。 据古情浓意巧克力连锁总店
客服介绍，“定制印照片月饼不少，很
多人已排期预定了时间发货， 因为店
内一天最多做十盒。”

【内里乾坤】
口味年年推新，今年看上老酸奶

除了月饼本身图案上的改变引人
关注，一些商家也推出了不太“奇葩”的
新口味。 在王府井百货负一楼的时尚
生活超市旁， 记者发现元祖雪月饼的
摊位格外显眼。销售员柳煌介绍，品牌
每年都要推出新品，“今年就推出了抹
茶、老酸奶、红豆等雪月饼的新口味。”

记者注意到，因为内陷是冰淇淋，
雪月饼需要低温保存， 商家会提供配
送服务。柳煌说，“如果顾客有需要，在
长沙市内都可以免费配送。”

本报 9月 19日讯 紧跟京东
“618”、苏宁“818”，在“双11”淘宝
天猫狂欢节来临之前， 中国邮政电
商插空“造节”。9月1日-9月19日，
“邮乐919购物狂欢节”在全国火爆
开展，湖南则在邮乐网开设了“邮政
919扶贫助农电商节”主题会场。统
计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9日18时，
“919扶贫助农电商节”湖南邮政已
开通邮乐小店51万个， 实现零售订
单85万余件，线上销售4亿元，在全
国邮政行业排名第一。

省邮政公司总经理徐茂君介绍，
目前，湖南邮政在全省各市州都建成
了邮乐地方馆，遍布城乡的邮乐购实
体店近3.6万个，实现了渠道站（点）村
级全覆盖，助力农特产品进城、帮助
农民脱贫。下一步，湖南邮政将继续
深耕农村电商，对革命老区、偏远山
区、贫困地区的农户提供营销、包装、
寄递等全流程配套服务。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彭晓谭

月饼年年拼里子，今年流行贴“面子”
看着印上照片的月饼是种怎样的感受，长沙很多人排期预定了

讲究推陈出新的月
饼市场上，“老字号”始
终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平和堂五一广场
店生活超市内，“津之
源” 蛋黄白莲蓉月饼每
100克8元，而“金苹果”
量贩装黑芝麻老苏月饼
售价为13.8元每300克，
除了品牌月饼， 生油月
饼、 双麻酥式月饼等散

装月饼也在售卖。
“我喜欢吃蛋黄月

饼。”市民唐小姐告诉记
者，“家里一般买蛋黄口
味或者莲蓉口味的月
饼。”

可以看见虽然新式
月饼年年有，但老牌口味
的蛋黄月饼、 莲蓉月饼、
红豆月饼、芝麻月饼等仍
然是大众的心头好。“年

轻人爱尝新鲜，但其实传统
口味拥有更多的拥护者，莲
蓉蛋黄几乎已经成为了消
费者概念里月饼的代名词。”
一从事月饼批发销售的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据近两三
年来的销售数据显示，莲蓉
蛋黄月饼的销量几乎占据
了月饼销售总量的一半，“这
是一些玩噱头的新鲜口味
销量难以企及的。”

传统口味仍是大众心头好

“919电商扶贫助农”
邮政插空“造节”

距佳节中秋只有半个月， 月饼已成为长沙各大卖场里“当仁
不让”的主角。9月18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各大商场和店铺，
发现这传统的糕点在今年又被玩出了新鲜花样。

■实习生 江巧涵 记者 朱蓉

市
场

调
查

平和堂负一楼生活超市内摆放了不少传统月饼。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