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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丸子来说，“1+2”的带
娃生活里，“去哪儿玩” 应该
是最费脑筋的事儿之一。“游
乐场大多是露天的， 夏天容
易中暑。”丸子说，对孩子们
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各种游乐
设施，她首选各大购物中心，
“选择很多样， 而且有空调，
消费体验感就很不错。”

因为全职在家，丸子几乎
带着孩子们逛遍了长沙热门
的购物中心，4岁的哥哥在游
乐场里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她便带着1岁多的妹妹在游乐
场外等待，偶尔也在附近的铺
面闲逛，“一般吃过午饭再过
去，不然从游乐场里喊出来吃
饭，那是件特别困难的事儿。”

据她介绍， 从最早一批
进入购物中心的儿童游乐项

目到现在， 这些项目也在不断
地改善着消费体验，“不仅是孩
子们的游乐项目越来越多样
化， 连家长的休息区也有了较
大改善。”

在丸子向记者出示的拍摄
于金茂览秀城的儿童游乐设施
的照片中，记者看到，商家在家
长的休息区设置了地垫和懒人
沙发， 有不少陪玩的家长正在
沙发上小憩。

除了儿童游乐设施，目前，
长沙各大商场在母婴室的设施
设置上也日趋人性化。丸子说，
几乎大型的商场都设置了母婴
室， 为她这样带着小宝宝出门
的妈妈喂奶、 换尿片提供了便
利，“偶尔遇到一些安排不合理
的地方，只要联系服务台，也能
很快得到解决。”

遗失声明
华盛麓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遗失在中国银行南大路支行
使用的胡军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乡市隆康泰投资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终止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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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新
湘路办事处工贸新区客运处集
资房 04 栋 207 号,联系人:肖政
国，电话：13786231911。

遗失声明
湖南永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6 年 11 月 2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5MA4L7KM30H，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北路贺眼
镜虾店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
通发票 3 张， 发票代码 ：
4300171320，号码：11682169、
11682170、1168223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懿林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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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艳军，电话 15273191318

注销公告
资兴市丰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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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华，电话 18173592999

遗失声明
资兴市丰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资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2 年 5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1081000008
4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宁县龙洋坪苗木专业合作社
遗失新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5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0528NA00
027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湘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800732886775J，作废。

◆长沙电力学院冯香燕遗失毕业
证，证号 10556120020601039，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良美猕猴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社员会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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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联强 13874239701

注销公告
隆回鸿润精制米业经股东会议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王解红，电话：15007482316

遗失声明
长沙晟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7 年 5 月 1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4MA4LNKFP33，
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望辉种植专业合
作联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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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林
电话：13397602389

注销公告
湖南玖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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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姣，电话 13397495559

注销公告
长沙速佳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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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先觉，电话 13548762189

遗失声明
长沙什锦园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3 年 6 月 1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2-2）S，注册
号 430104000068103；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4064224003；声明作废。

◆胡曦梵（父亲：胡鹏，母亲：伍
听话）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369776，声明作废。

◆陈木子（父亲：陈会伟，母亲：
李娜）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3940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够味餐厅遗失
普通餐饮发票四张，发票号码
18600201、18600202、18600210、
18600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泰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5 月 6 日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91
0293-8、慈利县地方税务局 20
14 年 7 月 24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82109910293
8；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慈利县支行
2014 年 11 月 24 日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910002614
01，帐号：9403188001623695
8012,均声明作废。

◆邹嘉睿(父亲:邹子唯,母亲:
李梦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3049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喜织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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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剑，电话：18229867964。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夜食尚餐厅遗
失已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四张，代码：4300171320，号码：
27269569，27269576,代码：43
00172320，号码：12989706,12
9897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淘乐滋教育咨询
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 2016 年 1 月 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47799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炎陵县绿仙源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5MA4LRAMC6
U）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
公司注册资本由壹仟万元人民
币减至伍佰万元人民币，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正发，
联系电话：17373329809，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霞阳路
雄森国际假日酒店 210号门面

减资公告
湖南隆商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5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罗望 18573918112遗失声明

长沙凌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53528002983）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
码 06758094，声明作废。

◆龚泉丞（父亲： 龚俊华，母
亲：邓赔）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079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工建设有限公司遗失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井湾子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
011587901，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1043010001158790Q，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县阡陌客食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为保证债权
人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之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戴彬科 13590224602

注销公告
安化县新家园房地产中介服务
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有主 电话：13873143290

注销公告
株洲恒生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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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雄辉，电话 13973308467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江陵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周逢缇 13787301282

注销公告
长沙川山机器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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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平，电话 13647496914 ◆张保良遗失长安逸动车辆

合格证，合格证号：WDV055
017059874 车架号：LS5A2A
BE6HA014002,发动机号：H
C4AJ023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高阳电瓷电器有限公司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
43028100052890L.开户行：湖
南醴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板杉支行，账号 82031150
011320972012，声明作废。

◆刘永洲遗失特种作业操作
证，准操项目：低压电工作业，
证号：T430482198610102294，
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理工大学遗失长沙市天
心区旺香煲快餐店开具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
代码：4300171320,号码：0474
30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递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110791953569）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4300163130，发票号
码 03886263、038862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11 月 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11MA4L1HNK50，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爱思特医疗美容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天心区旺香煲
快餐店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联)二份，代码：43001
71320,号码：04742969,047429
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爱思特遗失长沙市天心
区旺香煲快餐店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代
码：4300171320,号码：047429
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方正网络休闲中心遗
失涟源市质监局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8094818X，声明作废。

◆龙子轩（父亲：龙志华，母亲：曹
月红）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686342，声明作废。

◆龙可欣（父亲：龙志华，母亲：曹
月红）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03188，声明作废。

◆刘英姿遗失就业失业证，证号
4301040014000539，声明作废。

◆王淅湘遗失就业失业证，证号
43010400160006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易金天成传媒广告（北京）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遗失长沙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210000378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百香果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L6LKY9G， 遗
失公司的公章、 私章和财务章
各一枚， 遗失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心支行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 证号：J5510036449401，
遗失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证
号 ：G1043010303644940T， 均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博发陶瓷有限公司遗失岳
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6 年 11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
30621MA4L7KB9XP，声明作废。

◆余先德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74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切果水果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6 年 9 月 27 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编号：43102819
870627021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群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已开具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联）1 份 ，代码 43
00171320，号码 21926055，声明作废。

◆张丽艳遗失怀化市宏宇新
城剑桥名门地下车位 345 号
收据一份；编号：1528499，金
额 10000 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联购买方
记账凭证一张，代码 43001643
20，号码 15834209，声明作废。

◆陈泽熙（父亲：陈奇，母亲：朱
立军）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5360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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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新生活

体验消费开进商场，吃玩购更舒心
二胎妈妈首选商场：游乐场、餐饮齐备 融入多业态与线上“抢人”

丸子， 对美术和设计有一技之长， 曾经是个美工达
人。 因为生了二胎， 她选择辞职在家做个带娃的家庭主
妇。家里4岁的哥哥和还不到两岁的妹妹，组成了她生活
的四分之三，亲子时间如何度过成了她每天考虑的问题。

现如今， 购物中心都将重心放
在了空间设计和增加消费体验上，
母婴室、会员室、总服务台等细节都
处处讲究人性化， 在招商过程中也
更加注重增加互动、 体验消费业态
和项目的配比。 这些能够带给消费
者较好体验的业态实现了与商场调
性的契合，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也
为商场带来了意外流量。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 所有的大型购物中心均配备了
儿童体验业态， 诸如喜盈门·范城、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以及步步高梅溪
新天地等购物中心的儿童业态配比
略高于平和堂、 新世界百货等传统
百货门店。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传
统百货门店也开始积极向这一方向
转型，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开辟出更
多的体验消费场景，用尚佳的消费体
验来吸引更多的顾客到店，从而实现
更多的自来客流和良性循环。

体验消费时代的到来， 对消费
者而言，无疑是个“花钱更舒心”的
事情。对商家而言，则在经营方面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也就是说，服
务也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体验感强
则更是增加了附加值， 成为商场的
“杀手锏”。 ■记者 朱蓉

随着互联网对人们日常
生活的不断加深， 也在不断
推动着传统零售业的转型升
级———从单纯的卖货赚钱到
不断尝试做好消费体验，百
货卖场与新兴的购物中心一
直走在前列。

近两年来，各种大型综合
游乐设施不断进入商场，单次
售价在40元至80元不等。不
过， 如果办理多次会员卡，便
可享受一定的折扣。 丸子说，
自己一般选择办卡，花费在每
家300元至500元不等，“可以
多玩几次，相对更加划算。”

事实上， 除了儿童游乐

项目， 体验消费项目还有不
少， 在长沙海信广场内就设
有瑜伽馆， 而在新世界百货
则有街舞馆，而餐饮、培训等
多种项目则更加丰富。

“每周五下班后都会安
排一次瑜伽课， 主要是为了
锻炼身体， 缓解工作的肌肉
疲劳。”在长沙海信广场附近
工作的黄小姐就告诉记者，
这种体验式消费开进商场
后， 大大地增加了消费的便
利性，“除了上瑜伽课， 还可
以完成超市采购等计划，省
去跑两个地方的时间， 可以
更合理地安排行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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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便利，环境好，多样化商场吸引亲子客流

瑜伽、培训等多种业态可选择

与线上“抢人”
体验消费成杀手锏

海信广场曾在一层设置海洋球馆，运营时间约半年。（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