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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黄利
飞 王茜）今天，御家汇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御家汇”）在深交所创业板
敲钟上市，A股迎来“电商面膜第一
股”。 9时30分，公司股票开盘即顶
格涨停，报30.57元，涨幅43.99%。

御家汇是一家依托互联网创立
成长起来的“互联网+美妆”企业，
主要从事面膜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
售，旗下有御泥坊、小迷糊、花瑶花
等品牌；产品主要通过天猫商城、京

东商城、唯品会等线上平台销售。
本次发行， 御家汇拟募集资金

8.58亿元。 其中，1.07亿元用于研发
与质量管理检测中心建设；8540万
元用于信息化与移动互联网商城升
级改造；4.65亿元用于品牌建设与
推广，2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过去3年，御家汇的业绩持续快
速增长。 2015至2017年营收分别为
7.69亿元、11.71亿元、16.5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5298.96万元、7259.58

万元、1.58亿元。 近3年年均利润复
合增长率超50%。

第三方研究数据显示，2016
年， 中国面膜市场容量为180.7亿
元，占护肤品整体市场10.68%的份
额；2011至2016年， 面膜市场的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15.5%； 据预测，
2021年，我国面膜市场容量将达到
280.07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受益电商和面
膜市场红利， 面膜市场的竞争愈

加激烈。 御家汇成功上市，将进一
步助其在竞争中快人一步、 抢得
先机。

这个现有员工千余人、 平均年
龄29岁的年轻团队， 眼光不仅仅在
国内。登陆资本市场后，该公司定下
的目标是：走向世界，步入全球十大
美妆企业之列。目前，公司已经开始
从事国际品牌的代理业务， 并积极
尝试拓展海外市场， 推进国际化进
程。

黄利飞

2月8日，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登陆创业板， 开启了资本市场
之旅。 这家以生产销售面膜为主业
的企业， 产品销售95%以上是通过
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唯品会等电商
平台完成。

御家汇旗下第一大品牌御泥坊
的淘宝店，2007年上线，正赶上电商
飞速发展、网购消费井喷时期，如今
这一品牌的年销售额超9亿元。很显

然，御家汇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便是
赶上了“好时候”。

御家汇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
选对了以面膜为主的护肤品行业。
消费升级趋势下，护肤品的人数、消
费品类和人均消费额， 近年都在迅
速上升；护肤品行业保持高景气度，
线上渗透率也在持续提升， 面膜又
是护肤品行业增速较快的子行业。

能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大潮中
独占鳌头， 并抢先一步登上资本市
场舞台，单靠赶上风口、选对行业，

显然是不够的。
御家汇的团队很年轻。 “掌门

人” 戴跃锋1982年出生。 作为投资
方，小米创始人雷军评价其“年轻有
朝气、专注有理想”。 戴跃锋率领的
千余人团队，平均年龄仅29岁，从董
事、监事、高管到基层员工，大多是
80后、90后，富有激情和创意 ，深谙
线上玩法。

也正因为 “大家都是年轻人”，
御家汇的企业管理极度扁平化，层
级简单，凡事以“互联网时代速度”

沟通和解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
公司内部，每个人都有一个“花名”，
同事之间以“花名”相称，轻松愉悦，
互联网气息浓厚。

当然，公司能获得长足发展，不
断加大对产品研发的投入与电商运
营体系的建设等，也十分重要。

御家汇成功上市， 一定意义上
代表了“淘品牌”们的品牌力量和规
范运作， 也为其他正在IPO排队的
电商企业， 如 “三只松鼠”“十月妈
咪”“裂帛服饰”等，带去了信心与希
望。“电商面膜第一股”后，或许我们
很快会在资本市场，看见“电商坚果
第一股”“电商服饰第一股”……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通讯员 周
仁 胡普 记者 周小雷）2月7日，省军
区驻桑植县第23批、24批扶贫工作队
交接仪式在刘家坪白族乡政府举行，
第23任帮扶工作队队长吴正平光荣
完成使命，将接力棒交到第24任帮扶
工作队队长杨凯手中。

桑植县地处湘西北，是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中心和红二方面军长征
出发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响应国
家扶贫攻坚的号召，省军区领导专程
到桑植考察，发现该县仍有三分之一
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为此，他们连
夜在老乡家油灯下给省委起草报告，
请求联系到桑植挂点扶贫。

30年来，省军区领导班子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老区不脱贫、省军区不
收兵”的决心从未动摇。 每届工作队

成员调整后，省军区领导都要带队赶
到村里， 参与扶贫帮扶交接仪式，与
乡亲们促膝共商脱贫大计。

自2015年进驻刘家坪白族乡新
阳村以来， 省军区驻桑植县第23批
扶贫工作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实
施了水、电、路、桥等基础建设项目，
破解了该村多年的饮水难、行路难、
用电难、上学难、住房难等系列突出
问题；大力实施产业帮扶，使村集体
经济实现从无到有， 年收益达到15
万元以上，取得了“扶贫一个村，带
动一个乡，辐射一个县”的良好社会
效益。 通过3年帮扶，村民人均收入
从2058元提高到5200元，98户379
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
从30.3%下降到6.3%， 人民群众获
得感大大提升。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雷文明） 连续驾驶4小时
以上不休息， 将被罚款并扣分， 这
不是玩笑。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 驾驶员罗某因连续驾
驶大客车4个多小时未停车休息， 被
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记12分的行
政处罚。 这是湖南今年查获的首起
大客车疲劳驾驶案。

2月3日21时35分许， 省高速公
路交通警察局郴州支队临武大队民
警邓淇文、 谭盛军在堡城省际公安
检查站开展交通违法夜间专项整治
行动， 对一辆挂渝A号牌的大型客
车检查登记时， 通过重点营运车辆
动态信息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调取
GPS数据发现， 该车于2月3日17时
12分至当日21时35分一直处于行驶
状态， 中途未停车休息。

在证据面前， 驾驶员罗某交代，
客车当日凌晨从重庆出发前往广东，

途中两名驾驶人轮换驾驶车辆。 当日
下午17时许到长沙市境内时， 车辆交
由违法嫌疑人罗某驾驶， 至当天21时
许被民警查获， 中途没有停车。

目前， 罗某因涉嫌连续驾驶中
型以上载客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
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违法行为， 被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
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 省高警局郴
州支队临武大队将此交通违法行为
通过邮寄方式抄告给其公司， 并通
过互联网约谈该公司负责人， 要求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监管责任， 严防
车辆超速及疲劳驾驶。

交警表示， 疲劳驾驶危害大，
极易引发严重道路交通事故。 以往
由于取证难， 对疲劳驾驶的查处少。
随着对重点营运车辆实现GPS监控
后， 取证变得容易， 交警将加大对
这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确保平
安驾驶出行。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邱克明）日前，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全国政协环资
委、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工程院等共同举行
的“寻找中国好水”暨第二届“中国好水”水源地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我省澧水河与贵州赤水河、
青海三江源、江西阳明湖、安徽佛子岭水库5个水
源地荣获“中国好水”优质水源地称号。

据悉 ,第二届“寻找中国好水”环保行动于
2017年4月在贵州赤水河流域启动 , 活动组委
会评审专家依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环保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现场采集水样后测得的水质数
据 ,综合评估、分析水源地的人均水资源量、生
态环境状况、环保投入占GDP比重等方面 ,进行

严谨审核 ,最终产生第二批“中国好水”水源地
名单。

近年来， 张家界市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
坚持把澧水河作为“母亲河”来守护，深入开展环
境整治，取缔“十小”企业，搞好生活污水治理、集
中治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和畜禽污染治理，
努力改善水生态环境，取得良好的效果。 多年监
测表明， 澧水干流张家界市段7个监测断面均保
持Ⅱ类水质， 澧水支流溇水2个断面全年保持Ⅱ
类水质，水质状况优。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通讯员 蒋仁义 唐俊宇
记者 颜石敦）2月8日，临武县汾市镇玉美村富民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刘继亮开着一台崭新的旋耕

机回到村里，为春耕作准备。
春节来临， 临武县很多农民不急于办年货，

而是想法添置新机具，准备扩大生产。 全县24家

农机专业合作社共筹资200余万元， 用于购买耕
田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准备大干一场。 其
中，万水乡大汉村翔芬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邓翔芬
一口气订购了粮食烘干机、旋耕机等4台农机。

近年来，临武县加大农机推广力度，一批昔
日“牛把式”成了农机手。 目前，全县有农机具
3071台（套），农机化综合水平达到61%。

A股迎来“电商面膜第一股”
御家汇创业板上市，致力成为全球十大美妆企业

谈经论市 御家汇的成功之道

接力扶贫30年
省军区举行驻桑植扶贫工作队交接仪式

湖南查获今年首起大客车疲劳驾驶案

疲劳驾驶，罚款扣分

澧水河荣获第二批“中国好水”称号

购农机 备春耕
临武农机化综合水平达61%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刘湘鲲) “2017年， 我们构
建了文化引领、 税收共治、 风险管
控、 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五位一
体’ 的诚信纳税体系， 与市发改委、
经信委、 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 构
建了‘守法者一路绿灯， 失信者处
处受限’ 的税收共治格局。” 今天上
午， 湘潭市国税工作会议召开， 该
局局长肖辉向记者介绍了湘潭多部
门下好“联手棋”， 联合织密地方经
济发展“护税网” 的经验。

纳税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重要一环， 湘潭发改部门对
列入税收“黑名单” 的失信企业采
取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限
制新增项目审批核准、 限制股票发
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等一系列惩
戒手段 ， 同时
要求其他部门
也在相应职责
领域内对其开
展限制 。 全年
湘潭对10户税
收 “黑 名 单 ”
企业推行联合
惩戒 ， 对失信
企业在市场准

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
持等方面作出了限制， 同时也逐步
禁止失信企业法人的高铁、 飞机出
行、 购买不动产、 出境等行为， 提
高失信成本。

失信企业处处受限， 而遵纪守法
的纳税人也能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与便利。 A级纳税人不仅能在发票
领用、 绿色通道、 预约服务、 优先办
理出口退税等享受种种便捷， 在财政
补贴、 信用贷款等方面也有优惠。

随着纳税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
税收共治的有效实施， 诚信纳税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湘
潭市纳税信用良好率达到74.7%， 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逐步
形成了具有鲜明湘潭特色的诚信纳
税品牌。

湘潭多部门联合织密
经济发展“护税网”

巧手剪彩纸 欢乐迎新年
2月8日，小朋友在学习剪纸。 当天，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八一桥社区举行“巧手剪彩纸，欢乐迎新年”活动，让居民感受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 欢

乐迎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旷丽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