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参评和报名截止时间：
2018年1月10日

●参评对象：
餐饮、食品、饮料、酒水等

●报名方式：
1、拨 打 热 线 电 话 ：

028-86513931/86781911
2、发送推荐至微信公众

号：火锅baba
3、本周福利获取时间：

2018 年 1 月 3 日~10 日。发送
推荐关键词“食尚大典＋企
业＋推荐理由”至火锅 baba
微信公众号，即有机会获得
麦 当 劳 提
供 的 15 套
来 自 开 心
乐 园 餐 的
新 年 玩 具
套装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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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合健康昨晚发布公告
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王仁果失去联系，鉴于其目
前不能履行职责，根据公司
章程，由公司副董事长胡远
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去年9月，泰合集团拟出
资43亿拿下宏达股份控制
权，但随后因股权被司法冻
结而无法继续推进交易。在
并购宏达股份暂时受阻之
际，去年12月，泰合集团又入
主港股上市公司中金资源。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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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西班牙+葡萄牙

印度
德法意瑞连线

埃及
奥捷匈连线游
印尼巴厘岛

俄罗斯贝加尔湖
老挝

悉尼+黄金海岸
英国

人均价格/元
14211
9081
16147
9464
16774
8756
8064
4115
24156
16928

价格环比变化
+1.1%
+2.3%
+3.9%
+4.3%
+5.6%
+6.9%
+7.1%
+8.0%
+9.2%
+9.6%

■关于“麦当劳叔叔之家”和
“为爱麦跑”

“麦当劳叔叔之家”是“麦当劳叔
叔之家慈善基金会”在全球最富代表
性的慈善项目，40多年来在全球已设
立了365个麦当劳叔叔之家，每年服
务近300万人。它为异地前来医院治
疗的患儿和家人提供一个距医院数
分钟路程的“家以外的家”。当孩子在
医院接受治疗时，家人可以入住设施
齐全的“麦当劳叔叔之家”，就近给予
患儿最贴心的照顾；同时还可以与其
他家庭互勉互助，给予精神支持。

“为爱麦跑”是2014年起由麦当
劳中国主办的亲子爱心跑活动，旨在
助力“麦当劳叔叔之家”。全国活动结
束后，麦当劳中国将以企业名义将本
次活动所得收入中的部分捐赠给“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用于“麦当劳叔叔
之家”的建设，给更多异地就医的患
儿家庭提供医院附近的免费临时住
所，一个“家以外的家”。

■今年将迎来“为爱麦跑”在成
都的第四届

2017年9月9日由麦当劳中国主
办的第三届“为爱麦跑”在成都东郊记

忆发令起跑。近3000名小朋友及其父
母穿上亲子装、红白袜，小手拉大手完
成爱心跑，共同助力“麦当劳叔叔之
家”。2017年，全国16个城市约4.5万
名孩子及其父母加入到这一极具规模
的亲子爱心跑活动中，用快乐运动支
持“麦当劳叔叔之家”项目。

2018年，“为爱麦跑”仍将继续开
跑，希望届时能吸引更多有爱的爸爸
妈妈及小朋友参加，共同助力“麦当
劳叔叔之家”。届时还请关注麦当劳
官方微信账号、麦当劳官网，获取活
动报名信息。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新年第一月，成都人选哪条路线
性价比最高？那条线路报名最火爆？携
程旅游联合成都商报根据平台上百万
级国内游、出境游等度假产品的预订
大数据，并结合成都市民通过携程门
店报名的情况，发布《2018年1月成都
出发旅游人气和价格指数》，为市民出
游提供指南。

“1 月成都国内游价格指数”显
示，成都出发国内游价格有小幅上
涨，环比上升6.5%。特别是冰雪目的
地价格上升明显，如成都出发哈尔
滨+长白山线路，成交价上升37.1%。

哪些目的地（线路）性价比最高？
据携程统计十大价格降幅最大（或增
幅最小）的目的地（线路）分别是：西
安一地、华东五市+黄山、厦门一地、
拉萨+日喀则，兰州+张掖，乌鲁木
齐+天山天池、桂林一地、稻城、北京
一地、上海一地。

“1 月成都出境游价格指数”显
示，1 月是春节出境游预订高峰。尤
其，受春节旺季影响，价格有明显上
升，同比上升22.1%。成交价格同比涨
幅最小的十大目的地如上表。

相对短线来说，长线涨幅较为平
稳，携程出境游专家介绍，今年 1、2
月欧洲游复苏，今年春节欧洲路线涨
幅比平时平均在一千元以内，性价比

很高，尤其是东欧西欧以及西葡线。
东南亚海岛、日本等涨幅较大。

“成都出发 1 月旅游人气指数”
国内方面前十名是哈尔滨、三亚、丽
江、峨眉山、西安、雪乡、北海、杭州、
厦门、西双版纳。海外方面，泰国、捷
克、土耳其、柬埔寨、日本、马来西亚、
英国、美国、埃及人气最高。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携程联合成都商报发布成都旅游度假指数
2018年1月 国内西北线、海外欧洲线性价比最高

1月成都出发性价比最高的十个热门目的地（出境）

三年近6000人参与麦当劳
“为爱麦跑”助力“麦当劳叔叔之家”

上周五，29.8 万的最贵海岛游引
起了读者和用户的关注，同一天上线
的“塞舌尔机票大作战”手机小游戏
也引发了赢取成都直飞塞舌尔机票
的高潮，一时间，塞舌尔这个奢华海
岛以及成都直飞塞舌尔的航线开通
成为热门话题。短短 100 个小时，“塞
舌尔机票大作战”手机小游戏总浏览
量就逼近20万。后台统计显示，有1.6
万多IP参与游戏，四川、上海、北京成
为 IP 省市 TOP3。最终是谁赢得了胜
利呢，明日将公布幸运中奖者名单，
届时，请登录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或成
都出发微信查看。

得分最高的第1名，将获得成都-
塞舌尔双人往返机票；第 2、3 名为二
等奖，奖励成都-塞舌尔单人往返机
票；第4、5、6名为三等奖，奖励成都-

塞舌尔双人单程机票。明日公布后，请
获奖的几名高手尽快向成都商报官方
微信或者成都出发微信发送自己的个
人信息（微信名+真实姓名+手机号
码），以便我们通知你领奖。

目前，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
以及各大电商平台、旅行社门店均已
上线成都直飞塞舌尔的自由行、半自
由行产品，仅10个航班。抓住机会，你
就能像威廉王子夫妇、乔治·克鲁尼夫
妇、贝克汉姆夫妇、马云等大咖那样，
成为去塞舌尔度过
假的外国游客中的
一员了！成都商报报
名 咨 询 热 线 ：
028-86513931、
86781911。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成都商报 2017 年度食尚大典评
选活动进行到了最为关键的第四周，1
月10日16点将正式关闭报名通道。最
后几天，希望更多消费者参与到食尚
大典评选中来，一起为你心目中最喜
欢的食尚品牌助力冲刺。

2017 年的食品行业不乏黑马出
现，“行业创新”依然是关注的焦点：
国内的马戏品牌，自主研发的“马戏
简餐“和“马戏便当”系列新型方便米
饭产品，突破传统方便食品工艺，为
消费者提供好口感和好品质的速食
产品；作为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的独家冠名商，水井坊拥
有物质文化遗产“水井街酒坊遗址”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井坊酒传统酿
造技艺”，通过这次携手央视联合国
家九大博物馆，让酒文化的传承“活”
起来，品牌对参评文化创意奖项很有
信心；蓝剑饮品集团整合国内外优质
资源和先进技术，成功研发并推出零
添加剂坚果饮品唯怡九果原浆，而唯
怡也成为符合欧盟食品检验标准的

“国际饮品”，该品牌志在冲刺食品安
全大奖。

本周参与推荐的用户，将有机会
赢取由麦当劳提供的 15 套来自开心
乐园餐的新年玩具套装，麦粉们赶紧
行动起来，为你心中最优秀的食尚品
牌打call吧！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塞舌尔免费机票被谁赢到手了？明日揭晓

食尚大典评选 本周最关键
来自开心乐园餐的新年玩具套装福利送给你

红旗连锁（002697）在1月2日发布的晚
间公告中称，永辉超市（601933）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曹世如、曹曾俊于2018年1月2日签
署《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购买协议》，永辉超市拟受让曹世如、曹曾俊
合计持有的12240万股红旗连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9%，转让价格为每股 5.8 元。如
受让完成，永辉超市将持有公司 21%股份，
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曹世如持有24.08%的
股份，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永辉超市确
认，其于未来 12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红旗连
锁的计划。

红旗连锁在1月2日的晚间公告中称，
公司于2018年1月2日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及中民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战略
合作事宜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换，最终达成
了战略合作协议，并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公司股票1月3日复牌。

2017年12月22日，永辉超市以5.8元每
股价格受让16320万股红旗连锁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12%。停牌前红旗连锁股票价格
为6.38元每股。曹世如、曹曾俊受让前共持
有48.63%的公司股份，受让后持有36.63%。

2017年12月24日，成都红旗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体制建设、
供应链管理、新业务拓展、物流体系、科技赋
能、数据应用以及扶贫开发等方面开展深入
合作，顺应消费趋势，挖掘线下零售优势，发
展新的零售竞争能力。

红旗连锁 1993 年成立，2012 年 9 月上
市，是四川门店数量最多的连锁便利超市品
牌。2015年分别以2.38亿元和3.49亿元收购
了拥有130家门店的红艳超市和拥有500多
家门店的互惠超市。红旗连锁三季度报告显
示，其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52.15亿元，
净利润1.36亿元，拥有门店超过2700家。

据2017年上半年报，截至上半年，永辉
超市全国门店已达549家，另有224家已签
约未开业。华西是永辉超市在全国布局的第
二大区域，此前一直以重庆为主。据2017年
上半年报数据，永辉在重庆拥有108家门店
（仅次于福建的126家），而在四川只有42家
门店。永辉超市在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
公告中称，与红旗连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将有利于永辉超市布局线下、增强新零
售竞争力。

天风证券表示，入股红旗连锁是永辉对
四川大区本土便利超市业态龙头的整合，弥
补自身在当地小型门店的短板，借力打力优
化四川地位，同时发挥自身平台资源整合优
势，进一步赋能双方，提高运营效率。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永辉拟再受让红旗连锁9%股份

将成为第二大股东

2017年12月26日15时，一架
顺丰涂装的“双尾蝎”无人机从云南
某机场起飞，30分钟后无人机飞行
高度降至300米，并实施了吊舱自
动投放。约30秒钟后，吊舱缓慢降
落至目标地点，地面工作人员从吊
舱内取出备件并迅速完成通讯设备
抢修。自此，这次顺丰基于华为真实
业务需求，使用腾盾科技自主研发
的“双尾蝎”无人机系统开展的国内
首次大型无人机应急物资快速投递
演示验证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腾盾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
“双尾蝎”无人机系统由无人机、地
面站、任务载荷和综合保障系统组
成，无人机机长10米、机高3.3米、
翼展20米，最大飞行高度8000米、
最大起飞重量 2.8 吨、任务载荷能
力近 1 吨，航程 6000 公里、航时 35
小时，机体采用上单翼、双尾撑、双
发翼吊设计布局，是国内首款双发
中大型高端无人机系统。

“该型无人机具有卓越的环境
适应性、优异的应用适配性和广阔

的使用延展性，能够为环境监测、
地质勘察、地貌测绘、管线巡检、植
被监视、大气研究、体育摄影等国
计民生项目提供更为灵便的民用
航空支持，同时能够为反恐维稳、
边防巡视、海陆搜救、定点投送、通
讯中继、环保执法等公共安全任务
提供更为可靠的警用航空平台。既
填补了民用、警用高端智能航空装
备的空白，更是对现有航空武器装
备体系的有力补充。”腾盾科技相
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而 除 了
“双尾蝎”，腾
盾科技还在
研制全球最
大商用无人
机项目-TD
无人机，目前
该项目已在成都正式启动研制。

“双尾蝎”、TD 无人机以及
2017年10月首飞的全球首款吨位
级民用货运无人机AT200，都在不
断刷新大众对成都高端航空与智

能装备制造的既有认知，以及在落
实国家民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规划
背景下，展示出的探索航空科技未
来发展的成都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成都造无人机“双尾蝎”
成功完成空投首秀

由麦当劳中国主办的“为爱麦
跑”大型亲子公益活动，从2015年开
始就在成都市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2017年是麦当劳举办此项
活动的第三年，规模也从最开始的近
1000人变成了如今的3000人。据记
者了解，2018年的“为爱麦跑”也将
继续助力“麦当劳叔叔之家”，为异地
进行医疗治疗的患儿提供“家以外的
家”，也期待2018年有更多的成都市
民可以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爱心项
目中来。

1 月 2 日 晚 间 ，泰 合 健 康
（000790）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王仁果失去联系，相
关信息尚在核实。鉴于董事长王仁
果目前不能履行职责，根据公司章
程，由公司副董事长胡远洋代为履
行董事长职责。在此之前，泰合健
康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开市
起停牌，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
披露了《临时停牌公告》。

泰合健康董事长王仁果
为新一代川商代表

成都商报记者致电王仁果本
人手机，发现处于关机状态。泰合
集团及泰合健康方面则表示：“一
切以公告披露信息为准”，同时称

“集团工作有序”。
王仁果为新一代川商代表、泰

合集团董事局主席，四川广安人，

1972 年 11 月出生，2016 年当选为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在 20 多天前，王仁果还在公
开活动中露面。12 月8 日，泰合集
团就收购港股上市公司中金资源
（01636·HK）股份在成都泰合索菲
特大饭店签约，王本人出席并签署
了收购协议书。

泰合集团始创于 1995 年，现
控股参股多家上市公司、两家民营
银行、自持和管理 21 家高星级或
主题式酒店，控股 3 所职业院校，
参股多家金融机构及拥有30多家
各类子公司。在成都，泰合集团拥
有泰合国际财富中心、泰合国际金
融中心、泰合索菲特大饭店等知名
房地产及五星级酒店项目。

不过，金融产业才是泰合集团
的核心主导产业，其作为主发起人
并控股广安思源农商银行，是邯郸
银行、四川仪陇农商银行的主要股

东，同时参股巴中农商行、广安恒
丰村镇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泰合
集团连续4年被评为“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多年获纳税大户、四川十大
优秀民营企业等荣誉。

拟控股宏达股份受阻
随后入主中金资源

去年9月，泰合集团曝出拟出
资 43 亿拿下宏达股份控制权，但
随后因股权被司法冻结而无法继
续推进交易。宏达股份实际控制人
为著名川商、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沧龙。根据宏达股份披露，由于
宏达集团、刘沧龙持有的宏达实业
合计82%的股权被司法冻结，无法
过户，且相关事项尚需获得有关部
门的行政许可，故宏达集团和刘沧
龙持有的宏达实业股权转让事项
目前无法继续推进。

但泰合集团显然并不甘心收
购受阻。随后，泰合集团就股权转
让纠纷向四川省高院对刘沧龙提
起诉讼，判令刘沧龙履行股权转
让协议的各项义务，并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 3.7 亿元人民币。目前，
泰合集团对宏达股份的收购尚未
最终完成。

在并购宏达股份暂时受阻之
际，泰合集团又闪电般出手，入主
港股上市公司中金资源。去年 12
月8日晚间，港交所上市的中金资
源公告称，公司实际控股人俞建秋
及控股股东时建公司，将所持29%
中金资源股权转让给泰合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

泰合健康称，目前公司日常经
营情况一切正常。公司董事会将及
时关注事态发展，并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如何
参与

泰合健康实控人王仁果失联
公司称，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事态发展

日前，由四川腾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腾盾
科技）自主研发的“双尾蝎”模块化多用途中空长
航时无人机，搭载物流吊舱在云南完成应急物资
快速投递演示验证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空投至地面的吊舱（图据腾盾科技）

“双尾蝎”无人机（图据腾盾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