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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去哪儿玩？100个“中国新秘境”等待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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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小企业服务节周五亮相 千种特色商品现场展销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广告

“新秘境”到“新玩法”
旅游消费持续升级

在马蜂窝发布的《发现中国新秘境》榜单
里，隐秘的新自然风光、休闲度假新风尚以及越
发受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旅游，在“新秘境”榜单
中成团出道。旅游消费的升级不只体现在消费
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在游客对新玩法的挖掘中。

在“中国新秘境”玩乐篇的TOP50景区榜
单中，自然风光类景区占比高达八成。马蜂窝
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分析，出于安全因
素考虑，露营、观星、户外运动等新的玩法逐渐
兴起，游客更倾向于选择自驾、包车等私密性
强、安全性高的出游方式。马蜂窝早先发布的
国庆黄金周趋势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庆
自驾游”搜索热度周环比上涨153%，黄金周期
间定制游订单占比也较去年同期上涨24%。

自“跨省游”开放后，青甘大环线、川藏线、
滇藏线等众多自驾游线路被游客充分挖掘。

四川的阿坝和甘孜一直是川西自驾的必经之
路，这两个城市的关注度及游客互动量都出现
大幅上涨，阿坝更是位列“新秘境”城市榜的第
一位。位于青海的东台吉乃尔湖就在青甘大
环线上，随着自驾游客不断增多，这里已经成
为新的旅行打卡地。同样位于青海的俄博梁，
是柴达木盆地中雅丹地貌的明星，其因星空露
营的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

疫情之后，国外海岛游只能暂时搁浅，人
们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
广东茂名、海南儋州、浙江舟山这三个沿海城
市均出现在“新秘境”榜单城市篇的前五名
中。除了今年爆火的海南岛之外，平潭岛、东
极岛、加井岛等规模不大的海岛类景点也登上
了“新秘境”榜单。

榜单显示，中国游客对文化旅游的热情日
渐高涨，其中经常被认为只会追寻网红打卡地
的年轻游客，反而表现出了对古村古镇、红色
文化等历史名迹的特别的喜爱，对城市和景区

背后文化的追寻是年轻一代眼中最酷的事。
榜单中异军突起的还有因卫星发射中心

闻名的甘肃酒泉，古老的东方文化与航天文化
交织，让这座城市位列“中国新秘境”城市篇的
第二位。中国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以及莫高窟、楼兰古
城这样的文化瑰宝同样受到年轻游客追捧。
马禹涛认为，目前博物馆等大量室内文化景区
都采取了严格的限流措施，未来随着疫情防控
形势的进一步好转，这类室内场景的历史文化
类景点的关注度还会继续提升。

线上资产释放产业红利
引领游客发现“新秘境”

“我们发现，年轻游客在探寻中国‘新秘
境’的过程中，图文内容、短视频、直播等线上
内容的指引功不可没。”马禹涛说道。

疫情之下，网络上丰富的旅行玩乐内容给

中国游客带来了出行灵感，让更多“新秘境”被
发现、被探访。同时，旅行者在探访后又会在线
发布自己的旅行内容，帮助景区和目的地积累
更多在线资产。目的地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由此
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在线旅游资产红利的普惠，
对目的地和景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

“云旅游”在疫情期间迅速进入人们的视
野，在传统渠道失灵的情况下，线上渠道成为
景区、目的地和旅行者沟通交流的唯一媒介。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85.09%的Z世代旅行者热
衷于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旅行内容，超过五成
受访者表示会通过马蜂窝平台的在线旅游内
容种草目的地和进行消费决策。

相关负责人称，未来，随着大数据在旅游
产业应用的不断深化，以及旅游业线上资产的
不断完善，中国大地上还将出现越来越多的

“新秘境”，这些宝贵的文旅资源将引领更多游
客体验中国的大好河山。

“扫码开门，关门自动扣款，这样就能买到
区县扶贫产品，比想象的方便多了。”在两江新
区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江雪拿出手机扫码，从
消费扶贫智能专柜里购买了一包牛肉和一盒
自热火锅。9月22日，两江新区投放的首批消
费扶贫智能专柜正式上线。

不只是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在两江新
区管委会、政务大厅、区属公立医院、礼嘉智慧
公园、火车北站北广场以及新区直属的8个街
道办事处均设置了这样的消费扶贫智能专柜。

“我们通过现场考察，在多个点位共投放
了18组、36台消费扶贫智能专柜。”两江新区

社会发展局工作人员介绍，9月是全国消费扶
贫活动月，此次投放消费扶贫智能专柜，也是
两江新区在电商平台、扶贫产品展销会之外创
新拓展的新式消费扶贫渠道。为此，两江新区
成立新区消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分解消费扶
贫工作，确保首批消费扶贫专柜落地布点。

据悉，此次投放的消费扶贫智能专柜是无
人零售方式，扫码开门取物，关门及时自动扣
费，可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购买。此外，智能
专柜内设风机，可远程控温并带除霜功能，可
保障产品在贮存环节的保质问题。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在街道、社区、商超、
重点单位等地选点设置更多扶贫智能专柜，构
建网格化消费扶贫渠道，并严格保证产品质量
和合理价格。

借着2020年“百城万企促消费”全国消费
促进月“爱尚重庆”金秋消费节和消费扶贫月
活动的东风，第六届重庆中小企业服务节暨消
费扶贫展销活动，将于9月 25至 27日亮相江
北区北滨路金源购物广场。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商务委员会、重庆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牵手山东、
四川、贵州等兄弟省市和29个区县，通过消费
扶贫展销、全民直播带货大赛、中小企业协同
共享发展论坛、服务进园区等系列活动，帮扶
企业发展、改善营商环境、营造消费氛围、助力
脱贫攻坚，为市民带来一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的消费盛宴。

展销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九月
全国消费促进月和消费扶贫月双节齐至，为充
分发挥消费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组
委会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小企业服务
节开设消费扶贫展区，展示展销面积超过
15000平方米。贵州遵义、四川巴中、富顺及山
东“渝鲁扶贫”重点企业组团进行展示展销，全
市29个区县近500家企业，将带来1000多种
富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名优特新、老字号和消
费扶贫产品。服务节组委会将向市民每天送
出200份消费扶贫商品大礼包，并配合北滨路
金源购物广场成熟的商业配套，为广大市民带
来一场集吃、购、游、娱一体的消费盛宴，成为
双节购物的又一优质选择。

搭建渠道成立消费扶贫联盟

现场将组织传统商超、电商平台、零售渠道
商、部分行业协（商）会发布全市消费扶贫联盟
宣言，并宣布联盟正式成立。“我们将组织联盟
成员单位，积极购买、销售扶贫产品，帮助贫困
区县农户与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建立长期稳
定的产销联系，助力消费扶贫工作形成长效机
制。”

相关负责人称，为体现社会责任、助力脱
贫攻坚，由组委会牵头，采取“推介+洽谈”的模
式，组织参展的扶贫产品、老字号、名特优产品
进行现场推荐和展示，邀请消费扶贫联盟部分
成员单位、食品批发协会、连锁经营协会等协
（商）会，永辉、重百等传统商超，京东、抖音等
电商平台36家经销商，向参会企业介绍自身的
合作政策、经营品类、流通渠道、销售能力，促
进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双向了解和资源匹配，

通过搭建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宽消费扶贫产品
销售渠道。

直播带货大赛决赛将亮相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
壮大起来的决策部署，按照《重庆市加快发展
直播带货行动计划》的相关安排，服务节组委
会于8月15日起，启动了全民直播带货大赛工
作。通过层层筛选，50名选手进入决赛亮相服
务节现场，角逐丰厚的奖金和“超级买手”的荣
誉称号。

25日—27日，全民直播带货决赛将在服务
节现场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匹配区县、匹配商
品、现场PK等模式，角逐丰厚的奖金和“超级
买手”的荣誉称号。决赛将通过抖音平台全程
直播。为体现活动公益性、助力消费扶贫工
作，本次由区县推荐参赛消费扶贫产品将全部
免收坑位费和销售提成，免费入驻抖音小店。

配套论坛将为企业升级支招

作为市商务委精心培育的服务性专业展
会，针对疫情后的特殊市场环境和新兴消费模
式，本届服务节配套中小企业协同共享发展论
坛。

论坛邀请国务院参事室特
约研究员姚景源，就“后疫情时
代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问题进行主题演讲，传递经济发
展最新动向、企业创新发展思路
帮助企业找准发展定位和解决
现实困难；论坛还邀请腾讯战略
合作伙伴天音传媒的代表为大
家带来新兴主力消费“90”“00”
后群体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分析，
帮助企业进一步把握市场趋势，
搭建交流沟通平台，提振行业发
展信心。

设服务专区
一对一免费帮扶

相关负责人称，为进一步体
现服务属性，加快推进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搭建政府、
服务机构、企业三方交流的平
台，解决中小企业“找不到服务”
和专业服务机构“找不到对象”
的问题。自9月11日起，由重庆
市商务信息和数据中心（重庆市
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中心）牵

头，联合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重庆
市楼宇产业园协会、建设银行、中融普惠金融、
汇博人才网、中国移动、京非管理咨询、立万律
师事务所等多家服务机构在全市各产业园持
续开展送服务进园区活动，目前已经进入华雄
工业园、曙光工业园园区，开展服务宣讲两场、

服务企业近 300家次。同期在多个网络平台
开通服务节云课堂直播。

25日—27日，服务节现场还设置1000平方
米的服务专区，现场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咨询服
务，讲解产业扶持政策、推介优质服务项目，预计
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惠及企业5000家次以上。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扫码即买 消费扶贫智能专柜上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实习生 宋沁泽

9月22日，马蜂窝旅游发布《“后疫情时代”攻略：发现中国新
秘境》，揭秘疫情后国内上升趋势最强劲、最具新网红气质的50个
城市和50个景区景点，为中国游客的疫后出行提供灵感和指南。

数据显示，阿坝、酒泉、茂名、儋州、舟山、南昌、中卫、丽江、云
浮、钦州位列“中国新秘境”城市榜TOP10；东台吉乃尔湖、墨石公
园景区、清远笔架山旅游度假区、俄博梁、丹景山、红井路、杨家堂村、
平潭岛、冷噶措、茫崖翡翠湖进入“中国新秘境”玩乐榜前十名。

马蜂窝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表示，“小众”已经是疫情
之下的旅游关键词，当游遍全球、旅行经验丰富的游客们回归“国
内游”时，他们更期待发现那些不曾出现在主流视野里的目的地，

“新秘境”中蕴含的隐秘、新鲜、深度的体验恰恰可以为广大中国
游客带来灵感，成为大家实现疫后“旅行自由”的重要选择。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财政所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9月18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荇酉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80742501，账号:0101014210022019；遗
失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03807999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亿达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663558320C）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4018万元减至2018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馨和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609RTK9C）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9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恒之运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13MA60120D5G）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95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23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悦宝星辉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656901612，拟将注册资
本由500万元减少为5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9月23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燕玺（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APGX8F ，拟将注册资本
由500万元减少为5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9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张德胜辣椒种植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3556830585）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
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张德胜
电话：15215288279 重庆市万州区张德胜辣椒种植场

刊登
热线 13368336681 023-86622662
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重庆宏实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公司（税号9150011
6MA60WGE3XH）的税盘（UK）不慎遗失，声明作废。●刘勇遗失万州绿地万萃城开具的诚意金收据，
编号：S9061508，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何珍妮遗失2020年1月12日开具的收据一
份，编号9663325，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杨蔓淇出生医学证明P500261844，声明作废●重庆市永川区桃花源山庄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
备案回执，编号：50038320170306003，声明作废●阳瑶遗失重庆维冠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号08855730，金额45030，声明作废●杨军，男，遗失：三级残疾证，残疾证号：
51021319580616023743，声明作废。

北碚区澄江镇水源工程水质治理项目
工程监理、跟踪审计服务比选公告

工程概况：本工程建安费约668.0446
万元。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水质治
理厂房一座，采用涌水净化工艺，设计净化
水量1200m3/d，安装管道2911米，新建相
关配套设施。为顺利实施北碚区澄江镇水
源工程水质治理项目工程，我公司拟对该工
程监理、跟踪审计服务进行竞争性比选。

招标相关资料投标人在重庆市北碚区
缙云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技术部索取，招标文
件索取时限：2020年9月22日至2020年9
月 24 日，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
13752850629，023-60306353。

住宅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依法对以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阳光100两江壹号D1栋3-25-1

住宅，建筑面积101.25平方米，两室两卫，参考价：196万元，保证金20万元。
该住宅地处重庆朝天门两江交汇处，紧领长嘉汇购物公园、弹子石老街，阳

台、主卧均可看江、朝天门大桥、长嘉汇购物公园及弹子石老街，楼下即是南滨路
钟楼及千佛寺，出行便捷，是投资，居家理想之地。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10月16日上午10:00时在江北区北城天街11
号富力海洋国际1907号拍卖。

三、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现场展示。
四、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到我司进行竞买登记，交纳20万元保证金，

领取竞买号牌后方可正式取得竞买资格。
联系电话：67896755 申先生

重庆中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泰宝大厦商品房销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淞沪路、国航路、国安路、

国霞路787、789、3、221、300、69、89号《泰宝大厦》
商品房项目，于2018年9月14日已领取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7
号，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8号），其中幢号
为789、3、300、69的房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
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5天，自2020年9
月10日至2020年9月24日止。利害关系人有
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
区区房地局）提出。联系电话：021-65044157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 月10日

减资公告：重庆兴哉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1MA5YTA336K）经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500万元，根据《公司
法》的相关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45日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23日

法人变更公告
重庆兴哉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MA
5YTA336K)，原法人:周书强，原股东：周书强。新法人：周
亚东，新股东: 周亚东。2020年9月21日因法人和出资人
变更特此公告。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凡与原公司有债权
债务关系、法律诉讼的单位和个人请与原法人和股东周书
强结算，过期视为已结清。并与现法人与股东无任何债权
债务关系及诉讼关系。特此公告。 2020年9月23日

●遗失声明：帅明强个体工商户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0123819，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惠多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KX3Y4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梦工场乳制品连锁有限公司
香榭街店（负责人:李辉）遗失于2019年07
月10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15001060080326，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财政所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9月20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卢明、蒲正芬、卢俊豪遗失位于西派城的购房
收据三张，收据号：0007416，金额300000元；
收据号：0007417，金额：1849125元；收据号：
0007418，金额149135.45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果一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12MA5U6A3P7K）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23日
减资公告：经中坦（重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600PMC4X）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23日

遗失重庆市泉庄酒店有限公司卫生许可证，渝卫
公证字（2011）第500105000627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泉庄酒店有限公司特种行业许可证
（旅馆业），公特江字第1022700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西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UC2TRX1）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1100万元减少到20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天宸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60C4Q0XK）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23日

●遗失翰斯盛企业管理服务（重庆）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2281016142)。声明作废●遗失2020、03、11日核发给翰斯盛企业管理服务（重庆）
有限公司(91500103MA60R9667E)的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重庆良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城市管理局颁发的
许可证(证书编号:渝城管环202004240116)，声明作废。●顾巨伟购买未来悦—中央公园组团F分区F47-1及F48-
1地块预约金：5000元，票据号为0147338，收据遗失●韩丽丽遗失重庆市监理工程师资格证，证号：
2007539，发证日期：2017年，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博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税号915000000
577852083)税控盘，编号661554967035，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孙奇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1500107006552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万年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1500106009972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优享停停车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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