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张尔欣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415023001184， 副本条码 *8401674301* 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力冠纺织品经营部遗失最后一次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25600307

0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逸清桶装水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40103600756131， 编 号

S039201401462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逸清桶装水经营部遗失食品流通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P440103141000992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皇河仪器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代码 4400192130，号

码 21603692，已填开已盖章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瑶琼美甲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40105601075099，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ACP2M1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州姿色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巍亮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

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400173320，发票号

码 34783679，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绿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783751168H，编

号 S12120180053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富力地产销售人员遗失广州富力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为:0030904 及

0030924 的收据白、红、黄各三联，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阿琴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BYHL87，编

号：S049201405589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游启宜 GM8181 遗失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

证号 :440800050640,IC 卡 :湛 002016839,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华友五金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HL3T0Q，

编号 S219201700033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天河区元岗以和士多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0660050673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长兴隆家公寓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JM024A,

执照编号:S069201700736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大起众搬运服务有限公司粤 ADB626

遗失道路运输证 IC 卡， 证号：440100024286，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连记早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TRJP2D，

编号 S129201800659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慕建装饰经营部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116627401，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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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名称

苏宁小店

中商惠民网

兴盛优选

松鼠拼拼

初家心选

2019年部分社区电商融资情况

融资情况

获4.5亿美元战略投资

获16亿元人民币投资

获2.4亿美元融资

获3100万美元B轮融资

获1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

责编：苏广华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2019社区电商融资数据榜显示：

社区电商爆发 社区拼团成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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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据监

测，2019 年，社区电商异军突起，衍生新

的消费场景，社区拼团已成新赛道。 其

中，京东 7FRESH 推出七鲜生活美食生

鲜社区超市、 苏宁小店入局社区拼购、

阿里整合资源开驿站团购、拼多多瞄准

社区业态、蓝店从快递向社区电商转型

等。

16起融资近 80亿元

社区电商异军突起，融资需求也明

显增多。 据网经社“电数宝”投融资数据

库监测，2019 年社区电商共有 16 起融

资事件，融资总金额折合人民币达 79.9

亿元。其中，苏宁小店获 4.5 亿美元战略

投资、 中商惠民网获 16 亿元人民币投

资、兴盛优选获 2.4 亿美元融资、松鼠拼

拼获 3100 万美元 B 轮融资、 初家心选

获 1 亿元人民币 A 轮融资。

就融资时间分布来看， 第一季度 4

起、第二季度 5 起、第三季度 7 起。 就所

在地来看， 苏州 5 起， 北京、 深圳各 3

起，长沙、上海各 2 起，南京 1 起。 就融

资轮次来看， 天使轮 3 起、A 级融资 5

起、B 级融资 3 起、战略投资 1 起，融资

金额均在百万级人民币及以上。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曹磊对信息时报记者表示，社区团购

通过发展团长建立社区微信群，再利用

微信群实现咨询、讨论、互动，最后通过

小程序链接实现下单购物，这种模式下

的获客成本非常低。 在当前微信生态教

育程度足够成熟的背景下，社区电商迎

来爆发也就不难理解。

社区团购成新模式

社区团购展现出电商行业前所未

有的商业模式，将“人、货、场”的交易模

式推到极致。 曹磊指出，社区团购充分

利用社区小范围、数目多、彼此独立、熟

人效应的特点，实现了去中心化，变成

了多中心运营和服务，不仅仅促进邻里

互相之间的关系，还能够确保产品质量

并且能够及时处理售后服务问题。 社区

团购又可以说是“信任+共享经济”的典

型模式，这是其他任何一种电商模式所

不具备的特性。

曹磊认为，从目前的社区团购的市

场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高度同质化的

特点， 因此决定未来发展差异的因素，

很可能就在于进场时间、团队执行力以

及背后的资本支持。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

售部主任、 高级分析师莫岱青也指出，

社区电商较大的投入在于供应链的优

化，包含产品从产地到商铺的一系列优

化措施。

曹磊预测， 基于微信生态日趋完

善、社会供应链水平逐步提升，二三线

城市消费升级等趋势，特别是在三四线

城市，未来的社区电商将有着广阔的发

展空间。“社区电商都在结合自身的资

源优势构建壁垒， 想要在线下门店、供

应链或是社群运营上打造出企业的核

心优势， 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的。 ”他表示，未来的社区电商，每种模

式都有自己的发展路线，形成多元化竞

争的局面，“随着巨头和资本的加快渗

透，社区电商对于中小玩家而言，想要

存活下去就需要在核心要点上保持自

己的优势。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记者

从业内人士处获悉，银保监会于1月6日

向各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下发《关

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

通知

（征求意见稿）

》

（下称 《征求意见

稿》）

明确，短期健康险产品应当在保险

条款中明确表述为“非保证续保”条款。

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在短期健康险条款

中使用“连续续保”“自动续保”等易与

长期健康险混淆的词句。 对于不符合规

范的、 已备案销售的短期健康险产品，

明确要求应于2020年6月1日前停止销

售。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若正式文件出

台，市场上或将有一批在售短期健康险

产品面临停售。 由于短期健康险主要是

财产险公司在售，估计财产险公司的保

费收入将受到一定影响。

明确“非保证续保”应标明

《征求意见稿》明确，短期健康险是

指向个人销售的保险期间为1年及1年

以下且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险

产品，放到目前市场上来说，就是消费

者较为熟悉的百万医疗险、 小额医疗

险，以及1年期重疾险。

《征求意见稿》要求，保险公司开发

的短期健康险产品应当在保险条款中

对保险期间、保险责任、除外责任、保费

缴纳方式、等待期设置、宽限期设置、保

险金额、免赔额、赔付比例、理赔条件、

退保约定等进行清晰、明确、无歧义的

表示。 产品包含续保责任的，应当在保

险条款中明确表述为“非保证续保”条

款，“非保证续保”条款中应当包含以下

表述：“本产品保险期间为1年

（或不超

过

1

年）

。 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

新向保险公司申请投保本产品，交纳保

险费，并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同时，保

险公司不得在短期健康险产品条款、宣

传材料中使用“连续投保”“自动续保”

“承诺续保”“终身限额” 等易与长期健

康险混淆的词句。 若不符合上述规范

的、 已备案销售的短期健康险产品，应

于2020年6月1日前停止销售。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若正式文件

出台，市场上或将有一大批在售短期健

康险产品面临停售， 这将对保险公司，

尤其是财产险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

部分在售健康险面临停售

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并不需

要太担心。“目前我们公司在售的产

品， 条款都是报经银保监会审批通过

的，如果有需要进行调整，那么都会在

整改期间做好调整， 再申报新的条款

就可以了。”一家小型财产险公司相关

人士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目前市场上

在售的短期健康险， 大部分都不太符

合本次征求意见稿的要求， 有些一年

期百万医疗险， 在产品投保页面就会

有来年“自动续保”的选项，保单到期

保险公司自动扣除费用续保。那么，若

正式文件落地， 这些产品可能面临停

售调整的问题。

针对产品停售，《征求意见稿》也

作出了具体规范，指出保险公司不得随

意停售在售的短期健康险产品，侵害保

险消费者权益。 停售短期健康险产品

的，应当将停售的具体原因、具体时间，

以及后续服务措施等信息通过公司官

网、销售渠道以及报刊、即时通讯等方

式披露告知消费者，并为已购买产品的

消费者在保险期间内继续提供保障服

务，在合同届满时提供必须且合理的转

保服务。

具体而言，保险公司主动停售保险

产品的，应当至少在产品停售前15日披

露相关信息。 对已经停售的短期健康险

产品，保险公司应及时清理注销。 对已

经停售的产品进行重新销售的，应当向

监管部门重新审批或备案保险产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旅游过年”已成为了流行的过年

方式， 而在假期中逛景区却最怕

遇到“人挤人”的场景，如何才能

在景区中获得更好的感受？1 月 9

日， 携程在上海总部发布国内首

个智慧景区“服务标准”和“友好

指数”，游客在春节假期就能够享

受分时预约、到秒入园、无忧退、

智慧售票机等服务， 为游客在春

节出行提供了保障。

针对景区游玩的痛点， 携程

发布了智慧景区服务标准， 从购

票、入园、游园和售后四大环节，

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智慧

景区携程服务标准的发布， 是为

了让游客在游览景区时更加便

捷， 更加容易体验到景区的友好

程度，在春节出行逛景区时，能够

省心省力。”携程全球玩乐平台首

席商务官方洪峰表示。

而携程基于智慧景区服务标

准，也发布了全球景区友好指数，

为游客的出行提供指引。 智慧景

区“友好指数” 都包含了哪些因

素？ 方洪峰介绍，“景区的友好具

体表现在购票无障碍、 入园很便

捷、游园可指引、售后有保障，同

时游客对于景区的评价， 也直接

决定了友好程度高低。 ” 依据购

票、入园、游园、售后等环节是否

支持分时预约、无忧退、秒入园等

服务，结合游客评价，携程发布了

智慧景区“友好指数”。

据悉， 根据携程全球玩乐平

台数据， 国内十大友好景区分别

是故宫、云台山风景区、上海野生

动物园、瘦西湖、狮子林、都江堰

景区、华山、南山文化旅游区、虎

丘和八达岭长城。 前十名平均得

分 84.6 分，故宫和云台山风景名

胜区以 87 的友好度指数并列成

为第一名。

国内首个智慧景区

“服务标准”与

“友好指数”发布

银保监会拟对短期健康险产品“续保”责任进行规范：

“非保证续保”应写进短期健康险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