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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您好! 您所购买的我司开发的人居越
秀紫云府二期项目(1栋、2 栋、3 栋、4 栋、5
栋、6 栋、7 栋、8 栋、9 栋、10 栋、11 栋、12
栋、13 栋)政府有关部门已经验收合格，已
达到《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
我司将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 -2021 年
12 月 19 日期间集中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请您在上述时间前来办理交房手续， 如有
疑问请及时与物业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交房时间:上午 09:00一下午 17:30
�������交房地点:人居越秀紫云府北门 18 号
楼商铺 联系电话:028-83778455
�������届时我司全体员工热忱恭候您的光
临! 在此期间， 我司与物业公司将集中办
公，为您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特此公告，顺祝入住愉快!
成都人居兴彭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交 房 公 告

招 商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江区
月季街创意山商业中心二期7#
楼的1-2层以及25-29层， 总建
筑面积为11558.63平方米（预
测）的商业物业进行公开招商 ，
本次招商业态为酒店业，详询成
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部，电话：028-87776969

声明·公告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编号：
5101009410318）由于损坏， 特
申请挂失。

●成华区卓玛索鑫商贸部（注
册号 510108603175874） 营 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焱诚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9902970遗失
作废。
●四川格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120126004， 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12MA69NE5281均遗失
作废。
●成都南 科技有限公司江南
法人章 （编号：510109536884
7）不慎遗失，特此公告！
●四川涌旭机电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229919223）遗失
作废。
●成都铭诚永扬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40054717遗失作废。

●成都夸克和一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罗越洲法人章编号51
01095696211遗失作废。
●成都三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 :510107794931332税务登
记证、 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
码证、公章遗失作废。
●成都华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78
1788）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大灰狼家具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25003648
5） 原法人高峰法人章（编号
5101140017031）均遗失作废
●武侯区泊誉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部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
729131遗失作废。
●四川鑫博弘瑞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10
0163063遗失作废。

● 四 川
兴 里 程
运输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55111257）遗失作废。
●四川省蜀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开具给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
锦水新居工程投资有限公司的
一张四川省增值税普通发票遗
失作废, 发票内容: 建筑服务*
工程服务；发票代码:53990437
7408;票号:No20125956;开票日
期:2018年05月18日; 不含税金
额:698133.01元 ;税金 :20943.99
元;价税合计金额:719077.00元
●简阳市和映林果苗木专业合
作社公章编号5139020010508，
张孝明法人章编号5139020014
944均遗失作废。
●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公章编
号5101820000459遗失作废。

更正公告
成都龙湖辰顺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年10月30日在《成都商报》
为您服务栏目刊登的《减资公
告》中，刊登的“股东会决议”更
正为“董事会决议”，特此更正。
成都龙湖辰顺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成都融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4696255553
Y， 公章编号 5101008565727，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56572
8均遗失作废。
●成都无名匠人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5541321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541321
4， 鲁小英法人章编号5101055
413216均遗失作废。

●成都蒙投文化创意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94
1464）遗失作废。
●成都茂福隆商贸有限公司，
原法人刘琦法人章（编号5101
089935172）遗失作废。
●成都泰忠贸易有限公司的公
章（章编码：5101095792764），
法人章（姓名：高艳泰，章编码：
5101095792768）， 财务专用章
（章编码：5101095792765），发
票 专 用 章 （章 编 码 ：
5101095792767） 均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市青白江区烟絮依服装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13MA6CUAP
41K遗失作废。

●四川鑫世达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司王朝辉法
人章（编号：51011400534
66）遗失作废。
●四川中免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原法人蒋海
龙法人章（编 号51011201
32692）遗失作废。
●中科科建建设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
5101055211495，声明作废。
●四川省锦峰商贸有限公司谢
进贵法人章（编号：5101009130
138）遗失作废。
●成都三航机电有限责任公
司发票专用章 2枚 （编号：
5101000111215、5101008015481）
遗失作废。

●四川创智博天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
5063573）遗失作废。
●四川地博投资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9236374遗
失作废。
●成都凯瑞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225105610）遗
失作废。

●四川中森天泰新能源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
107MA61WX1MXX】 原法人唐
成法人章编号：5101075508297
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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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谈谈UGC模式
与元宇宙

12瓶装飞天茅台将铺开
到货后开箱售卖

“收到厂家12瓶箱酒的通
知了，但是还没到货，到了以
后还是要拆开卖的。”12月13
日，某北京经销商回复红星资
本局称。

但也有经销商表示，尚未
收到相关消息。有上海经销商
表示：“茅台12瓶的规格一直都
有，最早是24瓶/箱，后来变成6
瓶和12瓶的都有，只不过12瓶
的量少而已。”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贵州
茅台（600519.SH）相关负责人
证实，12瓶装飞天茅台这两
天将陆续在全国铺开，但飞
天茅台原6箱装的拆箱政策
还需执行。

不过红星资本局采访发
现，有经销商表示，原6瓶装的
原箱酒已可以整箱销售。

“现在6瓶装原箱酒的价格
是3750元/瓶，比起之前3900多
元的价格要下滑一点，但是因
为整箱酒数量还是很少的，所
以价格不会降太多。”上述上海
经销商表示，原箱酒价格下跌
的原因和茅台整体酒价下跌相
关，“单瓶也降了，现在是2890
元/瓶。”

北京经销商给的报价更
低些，“今天原箱酒的价格是
3500元/瓶，单瓶价格是2880
元/瓶。”

取消“开箱令”？
整箱和拆箱政策或并存

茅台的“拆箱令”政策始于
2021年1月，彼时正值春节前

夕，茅台加大控价稳市的力度，
推出了“拆箱令”。

茅台销售公司规定：“从
2021年1月1日起，茅台专卖店
系统每月将80%的飞天茅台
酒按照1499的价格拆箱售卖，
厂家会不定期到店里检查拆
箱 售 卖 的 情 况 以 及 箱 子 数
量，如果发现箱子数量没有
达标，酒厂就会对经销商做
出相应的处罚。”

但实施“拆箱令”后，茅台
酒市场越发疯狂，整箱的飞天
茅台成为“稀缺品”，茅台酒的
纸箱成了新的炒作热点。

到了今年10月，有多地经
销商对红星资本局表示，已经
收到了取消“拆箱令”的通知，
目前还未执行；也有经销商反
映，还没有收到相关通知。

上海地区某茅台经销商
对红星资本局表示，茅台2021
年的部分产品已经取消了拆
箱令，其中包括生肖酒系列。
有部分经销商表示，取消“拆
箱令”的种类还包括飞天茅
台。北京地区某茅台经销商告
诉红星资本局：“取消拆箱令
就是指的飞天茅台，但不拆箱
的酒还没到货，预计近期内会
到货。”

有市场消息称，未来茅台
将实行拆箱整箱并存的销售模
式，即12瓶规格的茅台箱酒实
行拆箱令政策，开箱售卖，而6
瓶装茅台酒则允许整箱销售，
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上
述北京经销商也向红星资本局
证实了这种说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谢雨桐

茅台“拆箱令”松动
12瓶装飞天茅台投放，开箱售卖

经销商：6瓶装可整箱卖

元宇宙概念股集体爆发，互联网巨头争相入局

“房产”之后
元宇宙又盯上“会议”

重要会议结束，市场的解读五
花八门，每个板块都觉得对自己是
利好，开局都想出来“争宠”，A股高
开也就顺理成章了。

盘面上，仍然是“茅”与“宁”之
争，上午是“茅”，到了下午风云突
变，“茅”屁股还没坐热，“宁”带领科
技股又重新归来了。

板块五花八门，可以看到，资
金对政策的博弈非常明显，不仅

“茅”“宁”在博弈，就连新老基建
也在博弈。这是个好事儿，说明市
场正处在一个积极尝试寻求新热
点的过程中，而这个博弈的过程
反映在指数层面，就是横盘震荡
的状态。

指数和板块在震荡的过程中
很复杂，短期快速的拉升与下跌
很常见，咱们还是平常心对待。不
管市场怎么走，我们要有清晰的
操作策略，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在
哪些位置等哪些板块，市场给机
会的时候，千万要珍惜这种机会。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了这
种策略，交易其实是非常笃定的
心态。也就是说，对“钓鱼”走势的
机会，要珍惜。

对于当前市场的策略，达哥还
是坚持最稳妥的做法，成长和价值
全都要。成长就是近期的热点板块，
比如芯片、稀土永磁、军工等；在价
值股中，大消费走得更强，电力股走
得稳，券商股走得“渣”。

市场资金为政策博弈得火热，
最让投资者意外的应该就是元宇宙
概念了，带动传媒一起动，堪称“螳
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范。说是意
外，其实也不算意外，达哥前两个星
期已经多次强调了，强势板块回调
要当机会看待，意外的只是昨天元
宇宙领涨沪深两市。

既然说到了元宇宙，达哥还想
再谈一下 UGC 模式，即用户原创
内容，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
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
其他用户。在UGC模式下，网友不
再只是观众，而是内容的生产者和
供应者。

细数这些年走红的应用程序，
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抖音等，无
一不是 UGC 的模式。可能有人会
问，这跟元宇宙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元宇宙如此宏大
的题材要想落地，产生经济价值，就
必须走UGC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
样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这些是达哥对元宇宙的畅想，
元宇宙想要落地，路还很长。现在元
宇宙还是初创期，概念股表现此起
彼伏。 （张道达）

自“元宇宙”概念走红以来，
热度持续居高不下。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12月13
日的A股，涨停板几乎被元宇宙
概念霸屏。截至收盘，该板块有4
只个股20cm涨停，6只个股
10cm涨停，美盛文化（002699.
SZ）更是连续4个涨停板。

消息面上，百度（09888.
HK；BIDU.US）宣布将于12月
27日发布元宇宙产品“希壤”；
另一方面，“炒房团”进军元宇
宙，有行业大佬豪掷3200万元
买下一块虚拟土地。

12月9日，人民日报就元宇
宙炒房发表评论《热到烫伤的风
险得防》指出，究竟是投机还是投
资、是泡沫还是风口、是炒作还是
趋势，仍需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喧嚣之下也不全是噱头，如
今，远程会议又被元宇宙从业者
盯上，并有分析认为这是能够最
快实现落地的一个场景。

12月13日，元宇宙概念持续拉升，
相关个股掀起涨停潮。雪球数据显
示，元宇宙板块总市值1.46万亿元。

截至收盘，恒信东方（300081.
SZ）、会畅通讯（300578.SZ）、锋尚文
化（300860.SZ）、奥雅设计（300949.
SZ）20cm强势涨停；美盛文化、天下
秀（600556.SH）、风 语 筑（603466.
SH）、罗曼股份（605289.SH）等6只个
股 10cm 涨 停 ；蓝 色 光 标（300058.

SZ）、万 兴 科 技（300624.SZ）涨 超
14%。美盛文化更是连续4个涨停板。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上周末美
盛文化发布多重利空消息，但市场
炒作热情仍不减，收盘仍有超22万
手封死涨停。根据美盛文化12月10
日晚间公告，公司因控股股东美盛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用巨额资金，
大股东减持未提前披露，被深交所
警示，公司因此可能被“ST”。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人对记者表
示，纵观市场表现，元宇宙概念已经
接近疯狂，投资者需谨防资金过热
后的风格切换导致追高。

12月9日，人民日报就元宇宙炒房
热也发表评论《热到烫伤的风险得
防》指出，究竟是投机还是投资、是泡
沫还是风口、是炒作还是趋势，仍需打
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妨冷静三思，谨
防热到烫伤的风险。”

元宇宙概念股受到资金追捧，
源于近期利好消息不断。

12月10日，百度宣布将于12月
27日发布元宇宙产品“希壤”，打造
了一个跨越虚拟与现实、永久续存
的多人互动空间。届时百度Create
2021（百度AI开发者大会）将在“希
壤”举办。这是国内首次在元宇宙中
举办的大会，可同时容纳10万人同
屏互动。

12月6日，媒体报道，B站（即哔
哩哔哩，09626.HK；BILI.US）正在内
测元宇宙相关业务“高能链”，并已

上线区块浏览器工具，可查询链上
信息。据悉，B站高能链的应用场景
有三个，分别是“数字藏品”（即
NFT）“数字身份”“数字世界”。

12月9日，Facebook （现更名为
Meta）宣布，公司旗下的VR世界

“Horizon Worlds”正式向美国和加
拿大的18岁以上人群开放。即日起，
用户将不再需要被邀请就能进入
Horizon Worlds的测试版。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近
日的年终信中表示，未来两三年内，
虚拟会议将从二维图像转向元宇宙。

他称，元宇宙的兴起将极大地改变未
来的工作。此前，Meta与微软达成合
作，都在虚拟办公场景中展开了一系
列动作。据券商预测，到2025年，元宇
宙在社交、游戏、短视频、移动办公等
领 域 ，合 计 国 内 市 场 空 间 约
3400-6400亿元，到2030年将为全社
会带来广阔增长空间。

据券商预测，到2025年，元宇宙
在社交、游戏、短视频、移动办公等
领域，合计国内市场空间约3400
亿-6400亿元，到2030年将为全社会
带来广阔增长空间。

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 元宇宙视频会议开始落地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
远程会议市场迎来了大爆发，也诞
生了像Zoom这样的科技新贵。

但即便到了现在，远程会议的
效果与现场会议仍存在着不可忽视
的差距，最明显的就是，远程会议在
临场感、沉浸感中的大量缺失。

如此一来，则会大大降低与会
者的体验感，从而影响会议的整体
效果，甚至业务创新。

Microsoft Microsoft Teams总经
理 Nicole Herskowitz 在 接 受 外 媒
The Verge采访时也谈到：“我们在

远程会议中常常感到疲劳。”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元宇宙兴

起的背景下，虚拟现实与远程会议
就有了天然的一个结合点。比如使
用自己的一个“化身”（也就是现在
比较流行的数字人）参会发言，同时
还可以搭配身体语言和微表情来传
递信息。同样，在Mate研究院发表的
一份报告中也指出，采用化身的虚
拟会议，则更贴近自然情形下的人
类交流。

首创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何立
中、韩杨认为，虽然元宇宙游戏下的

玩家群体庞大，但是从宏观发展的
角度看，提升游戏体验并非当务之
急，提升生产力的视频会议才是当
前最需要元宇宙的场景。

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参加远
程会议时，每个人都用符合自己形
象的虚拟角色，围坐在虚拟会议室
中的桌子上开会互动。相比于Zoom
那种把参会者放在一个个视频格子
中的标准网络会议模式，“元宇宙”
显然更有创意、更具交流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
瑶 陶玥阳 综合澎湃新闻

多只元宇宙概念股“20cm”强势涨停

为什么是远程会议？提升生产力是最需要的场景

顺丰同城（09699.HK）将
于12月14日正式于港交所挂
牌上市，发行价为 16.42 港元/
股。12 月 13 日，红星资本局注
意到，顺丰同城暗盘破发振幅
达 10.11% ；截 至 发 稿 ，跌
5.48%，报15.520港元/股，总市
值144.87亿。

公开资料显示，杭州顺丰
同城实业为第三方即时配送服
务平台。2016 年，顺丰同城作
为顺丰控股（002352。SZ）的一
个事业部开展同城即时配送服
务，随后于2019年正式作为独
立实体运营并推出顺丰同城急
送品牌。

根据招股书显示，截至
2021 年 5 月份，顺丰同城业务
覆盖全国超过 1000 个城市、
53 万 B 端商家及 1.26 亿 C 端
用户，平台注册的骑手超过
280 万名，合作的品牌客户达
2000个。

此 前 顺 丰 同 城 发 布 公
告，全球发售约 1.31 亿股股
份，发售价为每股 H 股 16.42
港元。

2018年至2020年，顺丰同
城营收分别达到 9.93 亿元、
21.1亿元、48.4亿元；订单量分
别为 7980 万单、2.1 亿单和 7.6
亿 单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达
208.7%。截至 2021 年前五个
月，顺丰同城活跃用户从2018
年的41.11万人，提升至451.34
万人；活跃骑手从 2018 年的
7.17万人，提升至34.07万人。

不过，由于外部竞争压力
及人力成本压力，顺丰同城近
几年来净利润持续亏损。2018
年至2020年，顺丰同城的利润
分 别 为 -3.28 亿 元 、-4.70 亿
元、-7.58亿元，公司2021年前
五个月录得亏损3.53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申梦芸

顺丰同城今日登陆港交所
暗盘破发

12月13日有消息称，茅台将增加销售一种规格为
12瓶/箱的飞天茅台酒。

随后，红星资本局致电北京、上海的多家经销商，
有部分经销商称已经收到通知，但目前12瓶/箱的飞天
茅台尚未到货，到货后就开箱进行售卖。

另外，6瓶装的飞天茅台箱酒价格也有明显下滑。
某北京经销商对红星资本局表示，12瓶/箱的飞天茅台
酒将拆箱售卖，但6瓶/箱的飞天茅台会取消“开箱令”，
可以整箱售卖。

百度将在元宇宙产品中举行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