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老少， 动动手指都可以“跳一
跳”，短短几天时间，微信小游戏“跳一
跳”刷爆了朋友圈。不仅如此，这个“魔
性”游戏还在网上衍生了代玩、外挂等
服务，在淘宝上，仅代练神器就有商家
售出6223份，收入达1万多元。

微信小程序的上线，意味着可以向
海量微信用户提供简单有趣的产品。对
于商家而言，入驻“小程序”后又能否获
得新一轮的流量红利？

■记者 杨田风

在传统电商平台流量增长乏
力的情况之下， 小程序的出现能
否成为2018年电商发展方向？

据数据分析机构艾媒咨询日
前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微信小
程序电商应用专题研究报告》显
示，2017年，微信小程序电商购买
用户规模达到0.63亿，2018年有望
达到1.62亿， 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157.1%。艾媒咨询分析师表示，未
来微信小程序电商有望成为商家
及电商平台开拓移动电商市场的
重要领域，未来3年用户规模或将
达到3.98亿。

“当前小程序正处于早期的流
量红利期，客户能够以低投放成本

获得较高转化。” 微信第三方开发
服务商微盟创始人孙涛勇在长沙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对于APP
而言，小程序维护成本低、投资少，
又能为商家提供一个推广、展示的
平台，“小程序具有强社交属性，易
传播，通过用户的裂变的方式就可
以获取用户。 对于消费者来说，无
需下载，用完即走，很省事。”

零玖汇众创空间董事长张涛
则指出， 小程序更适用于小微企
企、中小型企业、初创业的企业。
他建议， 要想增强客户黏度一方
面是商家的小程序要鲜明， 二是
产品本身要好， 另外要增强客户
线下对产品的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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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晟大国栋干粉砂浆有很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
24085403430U）遗失公章，编
号 43060000622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安畅医疗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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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宏清，电话 13786197665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石
油高速分公司平江服务区加油
站 (税号 91430626743183784C)
遗失一张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卷票）,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20378303, 发票金额
481 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永州奇果油茶种植有限公司遗
失由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000516674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兴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长沙市货物运输管理局 20
14年 12月 11日核发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湘交运
管许可长字 430100200009 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金韵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4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6
MA4L3LMFX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冷水江市茂祥园油茶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解散本合
作社，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
债权。 地址：冷水江市铎山镇
塘湾村 5 组 30 号，联系人：阳
楚世，电话：13786846898

遗失声明
经营者：范喜庆遗失汝城县工
商局 2013 年 8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1
0266000910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邵阳铭邦浩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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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川铭，电话 18153113393

注销公告
汝城县豪兴机动车环保检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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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豪祥，电话 13707358787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宏钢种养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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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述能，电话 13789175313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东塘交易大楼银洲
服饰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雨花分局 2012 年 6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916000867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铭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收款收据 1 份，编号:No.000
1057，金额:17733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智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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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海荣 电话：13907388206

清算公告
湘乡市文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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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绵文，电话 13317325686。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 9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拍卖位于长沙市时代阳光大道
260 号恒大城 5、6、7栋-101商
业房产， 建筑面积：65.63 平方
米， 拍卖保证金 10万元整，报
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 ：
2018 年 1月 18日 17时止。
详询：李经理 15074860124

湖南省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沃典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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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艺军，电话 1778899578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君山区健康君山大药房
(普通合伙)经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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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翠柏，18673063888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
湘中医门诊部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2 张，发票代码 4300
164320，号码 15068659、150
68660，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株洲辉冠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芦淞区工商局 2014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0203000019160；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2033205329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香四方餐饮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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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朋 15073308688

公 告
强制注销湖南英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迎新路 377 号英泰汇
景豪庭 3 号 301、401、403、50
1、703、803、903、904、1003、11
03、1303、1403、1501、1601、22
03、2303、2403、2704、2803、28
04 以及 6 号栋 105、107、108、
204、205、206、303、304、407、1
402 及 4 号栋 1601、1602、160
3、1604、1605、1606 共计 36 套
房屋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上
述房屋的在建工程抵押权人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芙蓉支行）。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 月 13日

遗失声明
宁乡宁东加油站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20 份，发票代码 4300
154320，号码 01749868,01750104；
发票代码 4300161320，号码 0203
0034；发票代码 4300162320，发票
号 01727744；发票代码 43001633
20， 号 码 08581376,08605729； 发
票代码 4300164320，号码 059467
25-05946735、14668299,14668604；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5552
9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会同县宴遇主题餐厅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 1份，代码：4300171320，
号码：266941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
野五金遗失湖南国税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
72320，号码 161657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食里湘味餐厅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代
码 4300172320号码 25542103、
255421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瑞盛驰交通设施有限公
司（纳税人识别号：91430121
066362442L）遗失湖南增值税
专用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
171130，发票号码 00665690，
金额：20454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031839694383）遗
失税控盘，盘号：44-661541
2033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壹驰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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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轩 13187210777

遗失声明
华容县喜乐居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由华容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1 年 9 月 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230000075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苏菲西餐厅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300
172320，发票号码 064531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检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备案编码：430
11101286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兹有以
下银保通空白保单：0900097
81-090009800、090009943-0
90009950、090009961-09000
9970，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扎龙鱼具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本日成立公司清算
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游
银海，电话：183 9002 6667遗失声明

湖南硒乐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6 年 5 月 31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L18UA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宏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吉首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年 10月 3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3101MA4L73UP5F，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县正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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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雄，电话 18607333858

注销公告
长沙八方汇治企业管理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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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熙 15074986996

◆修璇遗失湖南医药学院毕业证，证号
1221 4120 1606 001328，声明作废。
◆段鑫（父亲：段林勇，母亲 ：颜
艳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E4301346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美洲房地产营销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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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美闪 13017336367

◆贺媛（父亲：贺志民，母亲 ：刘素
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07762，声明作废。
◆胡文仲（父亲：胡正军，母亲：
文春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531191，声明作废。
◆方子萱（父亲：方洹，母亲：舒
丽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833085，声明作废。
◆王宸君（父亲：王甲兴，母亲：张
春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107408，声明作废。
◆喻文杰（父亲：喻斌，母亲：聂
瑞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N430259920，声明作废。
◆张思源（父亲：张湘宁，母亲：聂
兴隆）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18300，声明作废。
◆南华大学陈宇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610555204534，声明作废。
◆陈熠祺（父亲：陈辉，母亲：张
菊）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430415168，声明作废。
◆管安褀（父亲:管科,母亲:王丹
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P430202919，声明作废。
◆王勋德（父亲：袁平，母亲：王小
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12521，声明作废。
◆许子龙（父亲：许正林，母亲：
周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97592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粤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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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良明，电话 13873913948

◆王诗语（父亲：王海涛，母亲：
汤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783898，声明作废。

◆李晟睿（父亲：李雪华，母亲：陈
富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061538，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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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一跳”，
有人减压有人上瘾

最近，“跳一跳” 小程序
上线后，很快成为朋友圈“晒
战绩、拼智力”的新“法宝”。

长沙白领张湘接触这个
游戏后，就开始沉浸其中，“工
作之余， 就会拨弄手机跳啊
跳，精神要放松很多。有时自
己没工夫玩，也忍不住刷一下
排名， 看看朋友圈里的‘战
绩’。”本周，张湘已经跳到了
541分，排在了朋友圈第二名。

不过，看似简单的游戏，
也有人很愁。“怎么都跳不过
131分，真想不明白这些高手

都是怎么拿到高分的。”55岁
的吴阿姨说，为了得高分，她
一有空闲就跳，甚至“苦练”
到深夜，“女儿说这个游戏是
减压神器，可我压力没减，反
而上瘾了。”

销售代练神器
收入近万元

为了“跳高分”，不少网
友开始寻找“攻略”。

有需求必有商机， 在淘
宝上，输入“跳一跳”，就会出
现“跳一跳”代练、神器、上
分、外挂、辅助工具等服务。

记者搜索发现， 收费价

格从1元至50元不等， 有商家
称“1元100分，手工代练，霸屏
榜首”， 有的称可以“技术转
让，自己手机操作，每周你都
是第一， 小白也能过500分”，
还有的是卖高分“神器”，如
“开挂软件，安全不封号”。

记者看到，一款“跳一跳”
神器已售2411份，价格为每份
3.88元，这意味着商家收入可
达近万元。有些网友担心购买
的程序代玩是“外挂”，一旦被
微信团队发现，其分数会被清
零，因此“纯手工代玩”服务也
有市场。如一个号称“真人手
工” 就以5元300分-20元799
分等价格，交易了442单。

“跳一跳”走红，小程序成电商新战场？
游戏催生代练、外挂生意 微商欲盘活小程序生态 不少湖南本土商家已入驻

随着“跳一跳”的风靡，大家
的目光也聚焦到了占据微信页面
头条的“小程序”。

早在去年1月，“微信之父”张
小龙就指出， 小程序可以称作为
“移动互联网的下一站”。 在随后
一年的时间里， 微信在推广小程
序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滴滴出行、
京东商城等互联网独角兽都纷纷
进入小程序的阵型。

记者了解到， 目前在湖南本

土商户中小程序也比较火爆。点
击微信页面“附近的小程序”可以
看到， 有不少餐饮美食、 商超便
利、美妆护理、服饰箱包等商家入
驻其中。以餐饮美食为例，记者所
在地址方圆2公里内，就有徐记海
鲜、肯德基、虾佬顶汤海鲜酒楼、
江南公社等28个商家入驻， 有的
商家以形象展示为主， 有的则提
供点餐、预约等服务，消费者可以
“拼团”“秒杀”。

观察 不少本土商家入驻“小程序”

观点
小程序更适用于小微企业

小程序“跳一跳”游戏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