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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发来“邀请函”

文化名城旅游
新线路闪亮登场

本报讯（记者 闫莹莹）8月26日，一场以
推介全新武汉文化名城旅游线路的推介会
在中山广之旅的牵线搭桥下，活色生香地展
现在市民面前。推介会上，武汉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更是盛情邀约中山市民，参与到 9月
14日的“千人游江城”活动中。

推介会上，记者与参与的市民一同了解
了武汉汉口旧租界区、汉口江滩公园、湖北
省博物馆、黄鹤楼景区、东湖磨山等具有厚
重文化元素的经典地标性景点，对夜游长
江、品尝千年楚国宫宴的新式文化旅游线路
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活动中，广之旅市场部经理梁家声向记
者介绍，为了让游客能更生动地感受武汉文
化，广之旅独家策划了“风雅江城，民国穿越
记”活动，安排游客在英、法、俄等多国的洋
楼古建筑林立的汉口旧租界区，以及汉口江
滩公园的老火车站里，穿上民国风服饰留
影。同时参加“百人楚宴”，品尝千年楚国宫
宴代表菜品：武昌鱼、醉月鸡。武汉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也将赠送夜游长江体验，游客可跟
随船行，听一听民国老码头里的商埠故事，
看一看灯火璀璨下的百年老建筑，以及时光
飞逝后现代武汉的繁华与热闹，见证两江百
年变迁。此外，推介会上记者还获悉，武汉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还将与广之旅携手，为参与

“千人游江城”活动奉上湖北特产礼包和定
制版出行礼包。

记者从 12306 网站获悉，从
23日开始中秋假期前一天的火车
票便可以开抢了。也正是从这一
利好消息中，记者了解到，9月 20
日前三天的火车票呈现冷热不均
的状态，尤其是前往旅游城市的
火车票开始变得十分抢手。“暑假
后旅游市场都会经历一个小淡
季，但近年来却屡屡出现淡季不
淡的情况。特别是现在大家旅游
消费观念转变，再加上游客都知
晓暑假后旅游产品价格跳水等因
素，因此近年来 9月虽是淡季，线
路供需却呈火爆的态势。”采访
中，不止一位旅游专家向记者表
达过类似的观点。

在中山国旅、广之旅、南湖国
旅采访时，记者便发现到现场咨
询旅游线路的市民不少，尤其是

结伴报名的游客有普遍增多的趋
势。记者现场采访了正在南湖国
旅咨询报名的刘阿姨，她就向记
者表示，本来与五个好姐妹想 9
月初一块去澳大利亚玩一趟，没
想到的是好多价格优惠的线路所
余位置已经不多了，“我们都是老
游客了，都知道暑假后旅游线路
的价钱会回落一些，所以就想踩
着这个时间点来报名，觉得能划
算一点。没想到，今年出境游的行
情这么好，9月 21日前的出发位
置都不多了。”由于这样的突发状
况，刘阿姨表示要马上与姐妹们
商量一下，换一下出游的线路，看
看哪些线路还可以“捡漏”。

南湖国旅市场运营中心总监
何颖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
在 9月淡季，机票价格的波动相

对较大，酒店次之，而前两者也是
旅游线路淡旺季价差的决定因
素。价格优惠、避免拥堵，让 9月
份出境游线路咨询及报名情况均
异常火爆。截至目前，该社 9月的
旅游线路销售情况已近 6成，而
欧美等长线线路因报名周期较长
基本已提前进入尾声，报名人数
也较往年有明显增长。欧洲游的
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成，
北美洲方面报名人数同比增长四
成，除以上两大出境长线热门方
向外，去往中东和非洲方向的出
游人数涨幅尤为显著，与去年同
期相比，涨幅高达 140%。而历来
都是热门的东南亚地区的巴厘
岛、美娜多、蓝梦岛、沙巴等短线
线路收客量也较去年同期有近 1
倍的增长。

歌诗达邮轮将举办
“海上中秋派对”

本报讯（记者 闫莹莹）记者近日从歌诗
达邮轮官方了解到，邮轮已启动全新的中秋
主题线上活动，并将于9月22日在歌诗达·赛
琳娜号上举办一场不一样的“海上中秋派
对”，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飞猪歌诗达邮轮
旗舰店，歌诗达邮轮微信官方公众账号以及
各大旅行社参与活动，赢取与特别嘉宾王冠
逸共进中秋晚宴的机会。

此次活动，歌诗达邀请了热播剧《延禧
攻略》中扮演御前侍卫海兰察的王冠逸，作
为特别嘉宾登上邮轮，并参与一系列丰富的
活动。尤其在9月23日的中秋晚宴中，他不仅
会与到场的各位嘉宾一同品尝歌诗达邮轮
与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携手打造的饕餮
菜单，还会亲自和歌诗达·赛琳娜号行政主
厨合作，完成一道经典的意大利美食，现场
展示独特的意大利“美食秀”。

歌诗达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希望通过
一系列的品牌升级活动，呼吁公众珍惜与亲
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旺季”过后“淡季”不淡

提前“做足功课”
中秋前出游最划算

记者早在上周对旅游市场的走访中便了解到，随着开学的临近，暑期出游的“热浪”正在慢慢褪去，家庭亲子游与
学生游的人潮开始回流，与此同时市面上各类旅行线路的价格也开始逐渐回落，旅游市场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小淡
季”。而经过这一周的市场观察来看，精明的游客们似乎早已看准了这波的市场动向，早早动手“抢位”，使得“淡季”线
路“不冷反热”，尤其是出境游线路，频频出现“一位难求”的情况。

本报记者 闫莹莹

据了解，今年的中秋
节放假时间是 9月 22日至
24 日，6 天后就是国庆长
假。也正因此，现在各种拼
假攻略“满天飞”，利用年
休假“前拼后凑”让出游规
划更灵活、享受超长假期
的“吸睛”字眼，成功俘获
了上班一族的关注。

记者了解到，受多个
节日的影响，未来一个月
的出游价格呈现了少见的

“三级”阶梯状态，即暑期
结束后价格出现“大跳
水”，这“一级”将会在 9月
21日结束；从 9月 22日起，
出游价格开始逐步攀升进
入“二级”阶段。而随着国
庆的到来，出游价格更将从
9月30日起攀至顶峰，进入

“三级”台阶的顶部。以记者
从市场中了解到的国内游

“额济纳旗摄影之旅六天”
的价格情况为例，9 月 20
日出发的价格为6699元，9
月 26日已升至 7599元，10
月 1 日则涨至 8999 元，平
均每阶段直升1200元。

同样的价格“升级”也
存在于出境游线路中，就
目前的热门方向线路报价
看，大部分区域平均每阶
段升幅 10%-20%，换句话
说，对比 9月 21日前淡季
价格与9月30日仅10天时
间，出游价格最大升幅将
达到30%-40%。

因此有不少深谙市场
规律的旅游专家向记者建
议，如果按目前的出游价

格趋势来看，选择中秋前
出游无疑是最划算的。更
有旅游专家提出，如果有5
天以上年假的上班族，为
了达到出游价格“最优”的
考虑，不妨在中秋前一周
来个“请五休十”的计划。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
这样的“精明”游客并不
少，何颖华就向记者表示，
据该社目前的收客情况来
看，9月 14日至 19日是中
秋小长假拼假出游的高峰
期，而选择在这段时间出
游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670%。“今年中秋小长假
拼假出游人数激增主要是
由于人们错峰抄底的心
理。5天以上的带薪年假，
与中秋小长假拼在一起“请
五休十”，既能实现长线游，
与国庆“请六休十六”相比
更能节省一笔不小的费用，
只要选择得当，又能抢到位
的话，省出的钱甚至足够在
国庆后去一趟巴厘岛。”何
颖华这样向记者分析道。

旅游的业内专家向记
者表示，如果像以往中秋
小长假不是与“十一黄金
周”连在一起，会使中秋的
小长假出游显得较为“鸡
肋”，但今年出现了中秋节
刚好在周一的情况，加5天
年假便可以拼出一个10天
假期，完全可以“错峰”出
游的同时，来一场有声有
色的“长假游”，这也是为
何今年拼假出游人数“激
增”的原因。

火车票“开抢” 出境游“争位” “着紧”拼假出游 提前计划才划算

名称：中山市东凤镇阿杰茶叶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9CQ51M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凤镇小沥社区四埒涌路62号
之一首层之一
经营者姓名：梁秀珠
核准日期：2017年03月06日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06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欧亚制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2821495663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兴华东路
法定代表人：梁茂枝
核准日期：2017年03月31日
成立日期：1999年09月28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古镇凡尔赛私灯饰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Y90C1H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冈东中兴大道南1号华艺
广场灯饰区第9层28卡
经营者姓名：李乾华
核准日期：2017年08月07日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07日
副本编号：100334361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古镇飞牌灯饰配件门市部
注册号：442000603765606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镇华廷北路曹一路段环球
LED灯饰配件城F127卡
经营者姓名：谢飞虎
核准日期：2015年12月02日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2日
副本编号：100225940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古镇赞成通讯器材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6UJU4Q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海洲华昌路西三路7号第
2层之1
经营者姓名：邱近东
核准日期：2017年02月06日
成立日期：2017年02月06日
正本编号：0003864294
副本编号：1003313294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丽娜舞蹈工作室
注册号：442000603517656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兴龙路10号商业大楼A
座508、509卡
经营者姓名：黄雅莹
核准日期：2015年04月24日
成立日期：2015年04月24日
正本编号：000139504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凤镇李俊涪猪肉档
注册号：442000603544889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凤镇横沥市场首层第Y09号
档
经营者姓名：李俊涪
核准日期：2015年05月15日
成立日期：2015年05月15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神湾镇聚福家具厂
注册号：442000601890003
经营场所：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12号之一第
七座
经营者姓名：唐晚忠
核准日期：2010年11月03日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03日
正本编号：8005285160
副本编号：8404322192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宏生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号：442000000158398
住所：中山市坦洲镇大兴路83号之一2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汪立之
核准日期：2013年12月30日
成立日期：2004年01月07日
正本编号：1000943532
副本编号：1401029830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金科玉律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UXDGM94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48号602卡（之三）
法定代表人：王朋月 清算组负责人：王朋月
清算组成员：王朋月
联系人：王朋月 电话：13602624567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明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LMYF55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沙口东路64号中山市工业

设计产业园1号楼101卡

法定代表人：梁小华 清算组负责人：梁小华

清算组成员：梁小华

联系人：梁小姐 电话：13928193261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前瞻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BM0A9F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1号德仲广场
1幢1403室
法定代表人：袁明遵 清算组负责人：袁明遵
清算组成员：中山康顺管网设施有限公司；王文
展；袁明遵
联系人：袁明遵 电话：15019540920

解散清算组公告
中山德豪润达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20007912368798）于2018年07

月 16 日经股东会决议继续经营，并解散于

2017年09月14日成立的清算组，公司所有债

权债务仍由本公司与股东承担。

中山德豪润达电器有限公司

工商企业
公告

直接办理：中山日报大楼一楼大堂
电 话：88238331 88329127
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遗失营业
执照公告
以下企业的营业执照遗失，
现声明原营业执照作废。

公 司 减 资
本公司决定减少注册资本，请有关债权人

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
司办理清偿债务事宜。
名称：广东吉米有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16KG7H
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同茂工业大道西7号底层第
7卡
法定代表人：吉建刚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1
万元
联系人：吉建刚 电话：13822729806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岐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QFCG17
住所：中山市沙溪镇105国道虎逊路段中海翠
林兰溪园F1幢05号
法定代表人：郭林清 清算组负责人：郭林清
清算组成员：郭林清
联系人：郭林清 电话：18928105070

广告

中山市领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人、利害关系人申报通知

中山市领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中
山市沙溪镇宝珠中路沙溪休闲服装城第一交
易区1089号）拟向收购人转让全部资产，现
予通知。请公司有关债权人、利害关系人自刊
登之日起至8月31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到
收购人处申报债权及相关权益，办理相关登
记。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处理，特此通知。资产
转让人：中山市领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人：珠海市金城置业有限公司，地址：珠海市香
洲区九州大道中2127号，联系人：刘剑光，联
系电话：18632003399。

中山市领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城置业有限公司

通 知
中山市诚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租小榄中

学食堂合同期满，请未办理金龙卡押金退还手
续者于2018年9月20日前到学校总务处办
理。特此通知。

遗 失 声 明
李剑文遗失中山市大一涂料有限公司成品

仓库（甲类仓库A、B、C、D、E及工业配套设施
一 、门 卫 室 ）工 程 ，图 纸 编 号 为
280042015070032的规划报建施工图纸一
套。特此声明。

李剑文
2018年8月28日

永旺幻想（中国）

儿童游乐有限公司公示

陆新颖：（44122619XXXXXXX980）

您在2018年8月18日上班期间与其它员工发

生冲突并毁坏办公室物品，根据公司《就业规

则》您的行为已经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对你做出解除劳动合

同关系的决定。特此公示！

永旺幻想（中国）儿童游乐有限公司

■中山市宏生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42000757894763，现声明
作废。
■中山市三乡镇圩仔兴联劳保用品经营部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粤地税字
44088319840705172701号，特此声明。
■中山市沙溪镇兴昌粥粉面店遗失地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粤 地 税 字
442000197812066618号，特此声明。
■中山市民众镇丽碧饼店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粤国税字：44062071102627800000，现
声明作废。
■中山市大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030020627801，账号：
80020000007220339，现声明作废。

■曾令容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税
务收现专用）(第五联），编号：（141）粤地现
00951210，特此声明。
■中山市三乡镇一寿司料理店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运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粤
T54D88 道 路 运 输 证 ( 待 理 证），证 号 ：
002062923，特此声明。
■中山市美盛贸易行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正本，备案登记表编号：03658622，
经营者代码：4400L61901315，现声明作废。
■晨辉光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货运代理收讫货
物证明（Forwarders Cargo Receipt）正本1
份（BOOKING NUMBER：S2R0750374，
PO#1019831685），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佳艺纸类加工厂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民安中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030014140601，特此声
明。
■中山市明基经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山市汇腾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
份，发票代码：144001524660，发票号码：
01755015，特此声明。
■梁锦凤遗失护士资格证书，专业：卫生，级别：
初级，发证时间：2014年11月28日，特此声明。
■中山市光雄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神湾镇聚福家具厂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粤 地 税 字
432923197411143418号，现声明作废。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120

●天气预报：12121
●交通事故：122
●价格举报：12358

●消费投诉：12315
●产品质量投诉：

23326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