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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资本大腕斥资1.25亿元
控股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李学春的民生教育旗下已拥有高校6所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
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郑森楠

紧贴民生实际 办市民自己的展会

第五届“渝交会”后天开锣 购车最高优惠4万

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12月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消息，
第五届中国（重庆）商品展示交易会（简称“渝交会”）将于12
月7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市商务委副主任、市政府
会展办主任熊林介绍，“渝交会”是我市重要的年度大型展会
之一，与上半年“渝洽会”注重投资贸易洽谈和大额订单采购
的B2B模式不同，“渝交会”是直接面对广大市民和消费者
的B2C模式，创办四年来，随着新商业、新零售的不断发展，
“渝交会”的办展模式也不断创新，参展范围不断扩大，并逐
渐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市民盛宴和城市节日”，成为广大市
民年终狂欢购物、娱乐、消费的民生盛会。

熊林说，本届“渝交会”紧贴市民购物、娱乐、消费等民生
实际，主动适应商业转型升级和消费群体、消费模式转变这
一时代趋势，在主题展览、配套活动、氛围营造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的创新和改变，尽可能满足广大市民不同层次的购
物、娱乐、文化消费需求，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市民不同
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真正把本届“渝交会”办成广大市民自
己的展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本届“渝交会”以“市民盛宴·
城市节日”为主题，动用市商务委
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大力推动
新零售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应用创新融合，积极促进传统商
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增强消费对
重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本届“渝交会”展览面积13万
平方米，主题展览方面，设置了

“地方特色馆”、“汽车生活馆”、
“时尚生活馆”、“造物空间馆”、
“进口商品馆”等，邀请到英国、匈
牙利、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
区，山东省、四川省等兄弟省市以
及市内各区县逾两千家企业参
展，展品涵盖国际国内名品、电

商、优质粮油、家居建材、智能家
电、智能穿戴、汽车、亲子游乐、
VR科技、游戏互动、美食小吃等。

展会同期将举办第二届中国西
部布达佩斯之秋电影节、新商业领
袖直播、2017重庆十大商业事件发
布、2017重庆国际小吃节、重庆“嘻
哈城市”音乐节、新商业路演、重庆
咖啡文化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
套活动，充分彰显了本届“渝交会”
时尚、多元、国际化的显著特点。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市民前
往悦来国博中心，组委会在12月
7日~10日每天上午9：00起将安
排接驳车从渝中、渝北、江北三个
主城核心商圈往返国博中心。

熊林说，本届“渝交会”围绕
“服务消费”与“购物消费”，力求
掀起一次满足全市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消费盛宴。

首先是结合新商业、新零售、
新消费模式，领跑消费升级。广大
参展商家既是销售实体，又是内容
创造者。

以N6造物空间馆为例，既有
无人值守超市、共享太空舱、力帆
盼达等共享商业业态，也有电影片
场、音乐培训、滑板俱乐部、宠物俱
乐部等新兴服务消费，还有手工凸
版印刷、创意手作等文创产品，以
及咖啡、花艺、甜品等时尚业态。

其中还特别邀请到淘宝线上知

本届“渝交会”不仅是新商业、
新零售的孵化器，也是助推传统商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首先，重
点邀请线下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商
业和产品。如：台北市国际工商协
会、四川省达州市商务局、山东省
老字号协会、四川供货商协会将组
织当地名优商品、农副产品、调味

品、茶叶等来渝；万州区、黔江区、
渝中区等区县以及重粮集团将组
织优质粮油、绿色生态农副产品、
农村电商、民族传统工艺品等参
展。

其次，积极组织线上知名电商
平台。如苏宁云商、国美在线等知
名电商，西港全球购、盛汇广场、贝

本届“渝交会”同期开展“渝
粉节”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市民为
共同的爱好和关注点而聚集。匈
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将于 12月 7
日至 10日在国博中心举办“第二
届中国西部布达佩斯之秋电影
节”，轮番播放《布达佩斯的回
忆》、《粉红奶酪》等匈牙利著名影
片，广大市民在参展、购物之余，
还可以在展览现场尽享异国文化
盛宴。

“2017 重庆国际小吃节”将
在国博中心北区室外广场举办，
广大市民可品尝来自阿兴记、正
大集团、统一等 200 余家餐饮商
家的 3000 多种特色美食、小吃，
如花市碗杂、荣昌卤鹅、丰都麻
辣鸡、巫山翡翠凉粉、合川同德
福桃片、磁器口陈麻花、新疆老
酸奶等。

“新商业路演”将组织开展70
余场企业推广活动，如：“宏美达”特
色丝绸走秀暨签约仪式、“格米莱”
杯咖啡拉花大赛重庆站比赛、葫芦
丝及鼓乐演奏表演、黑马会创业路
演比赛、陈佳欣导演《电影与梦想》
分享会、水果花展示儿童走秀、萌宠
服装秀、Tony音乐中心电音乐队表
演、尤克里里音乐表演等。

“重庆咖啡文化节”将组织
N6 馆咖啡参展商家开展埃塞俄
比亚古老咖啡仪式、亚洲星座王
陈谦之星座占卜、DJ 打碟表演、
手冲咖啡及意式咖啡试饮、花艺
表演等。

12月9日举行的重庆“嘻哈城
市”音乐节暨歌神盛典更是值得期
待，上午是重庆“嘻哈城市”音乐
节，而下午的歌神盛典则汇聚了几
十位歌手倾情献唱。

展出13万平方米 八大展馆各有千秋

创造娱乐化购物体验 购车最高优惠4万元

活动丰富 增强市民与“渝交会”粘合度

线上线下融合 助推传统商业转型

本月起合并财务报表
民生教育公告显示，重庆悦

诚已取得重庆市教委签发的记
载重庆悦诚为重庆电信职业学
院举办者（持有 51%举办者权
益）的新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重庆电信职业学院经修订的
章程已完成重庆市教委和重庆
市民政局的备案。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已进行了
交接。据此，自2017年12月1日
起，重庆悦诚接受委托对重庆电
信职业学院（包括重庆臻智，重庆
臻智为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子公
司）进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重庆

电信职业学院（包括重庆臻智）的
资产、业务、人力资源、学生和法
律文件，作为其管理服务的回报，
重庆悦诚有权获得重庆电信职业
学院净利润的51%。

公告显示，自委托管理安排
开始，重庆电信职业学院的财务
业绩将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合并至
民生教育财务业绩。

上月斥资1.25亿元增资

记者获悉，2017 年 11 月 6
日，民生教育旗下重庆悦诚、重庆
创思特和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就
以增资的方式取得重庆电信职业
学院51%学校举办者权益签署增
资协议。重庆创思特是重庆电信
职业学院唯一的举办者，持有重
庆电信职业学院全部举办者权
益。

根据增资协议，重庆悦诚向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增资 1.25 亿
元，增资完成后，重庆悦诚持有重

庆电信职业学院 51%举办
者权益。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为
一家在中国境内成立
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 。 该 学 校
2015 年 收 入
4520.5 万元人
民币，税后净
利润 1000.8 万
元 人 民 币 ，
2016 年 收 入
4836.9 万元人
民币，税后净
利 润 679.1 万

元人民币，今年上半
年 税 后 净 利 润 为
955.6万元。

今年 6 月末，重
庆电信职业学院（包
括重庆臻智）未经审

计合并净资产价值约
为1.3614亿元人民币。

对此，民生教育有关负责人
表示，重庆电信职业学院位于重
庆，可以与民生教育在重庆的三
所高等院校形成协同效益，签订
增资协议有助于民生教育进一步
拓展中国西部的学校网络。

重庆创思特仍有49%权益

记者调查获悉，重庆电信职
业学院前控制人重庆创思特全称
为重庆创思特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在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
301 号，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杨华，杨华持有 40%，
为大股东，其他股东分别为唐学
书（占 24%）、王成玮（占 15%），
尚小萌、唐俊聪各占12%。

在民生教育取得重庆电信职
业学院51%的举办者权益后，重
庆创思特仍持有49%权益。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官网显
示，该学校是经重庆市政府批准、
教育部备案、面向全国招生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老校区位于
重庆永川区卫星湖旅游区。学校
2011年正式成立，并与重庆文理
学院进行深度合作办学。

2014年至今，学校已投入5.7
亿元在重庆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兴建了新校区。学校现自有校园
占地面积500余亩，校舍面积16
万平方米。学校在校学生 6500
余人，教职工312人，学校教学仪
器设备 4000 万元，图书馆藏书
36.2万册。

学校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新型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
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目前设有汽车
与电子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设计与建
筑学院、旅游与体育学院、轨道
交通学院和五年制大专部，开设
24个专业。

民生教育是今年 3 月 22 日在香港
主板上市，首发 10 亿 H 股，每股发行
价 1.38 元港币，募集 13.8 亿元港币，扣
除发行费用等，约为 13.057 亿元港元，
折合实控人民币约11.56亿元。

按照规划，募资中 7.181 亿元港币
（约 55%），即将用于收购中国及海外
其 他 现 有 学 校 ；2.764 亿 元 港 币（约
21.2%），将用于建立新学校或扩充拥
有或营办的现有学校。

民生教育招股书显示，创办人、实
际控制人为李学春，现年 63 岁。李学
春 1988 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
课程的经济管理专业。1998 年 10 月
起，担任重庆利昂实业董事长，2005
年 12 月出任民生教育董事，2006 年起
担任民生教育董事会主席。

李学春持有民生教育约 67.5%的
权益。12 月 4 日，民生教育报收 1.61
元港币，总市值 64.69 亿港币，李学春
持 股 身 家 约 43.67 亿 元 港 币 ，折 合
36.98亿元人民币。

有公开资料显示，李学春早年当
兵，转业后入北京市纺织进出口公司
工作。李学春曾被派往匈牙利短暂工
作，以服装贸易开始进入商业领域。

民生教育 2017 年上半年实现收
入 2.5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4.9%；毛
利 1.6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7.7%；核
心净利润达 1.7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加 18%。民生教育今年 8 月还公告，
有意向收购安徽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
限责任公司及安徽合肥信息技术学
校，也是通过增资方式，共斥资人民
币 1 亿元，以获得这两家学校 51%的
学校举办人权益，目前还在落实中。

长江证券重庆投资顾问邹朝富指
出，民生教育控制重庆电信职业学院以
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后，这两所高
校业绩纳入民生教育财务报告并表范
围，未来将有助于民生教育的业绩。

重庆商报讯 虽然A股市场11月份
以来的走势不是很稳，但仰仗A股市场“吃
饭”的股票型基金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不
少股票型基金的净值在近期都有明显的增
长。有业内人士表示，再过19个交易日，
基金以及A股市场就将完成2017年的交
易，年终排名的压力或将倒逼部分股票型
基金拉升旗下重仓股净值，从而在A股市
场营造出局部“基金排名”行情。

尽管 11 月份以来大盘走势跌宕起
伏，但股票型基金的净值却保持稳定增
长，1412只有可比数据（剔除2017年上
市的次新基金）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包
括混合偏股型基金）的净值在此期间整
体上涨约3.37%。不过就在整体业绩一
片喜气的表象之下，股票型基金的年终
排名争夺却越演越烈。

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周明表示，从历史
经验看，符合以下三条标准的基金重仓股
在年底走强的概率较大。首先，在往年基
金排名战上，排名靠前和排名靠后的基金
对全年排名最为重视，参与排名战的积极
性最高，因此相关基金重仓的个股最有可
能成为排名战的受益者。其次，基金排名
战的核心战术是通过“抬轿”手段迅速拉
升参战基金的重仓股，进而提高净值及名
次，大型基金公司由于团队力量强大，往
往“轿子”也抬得更快更好。第三，参与排
名战基金旗下的独门重仓股不仅可以为
持股基金提供个性化的操作机会，同时也
能避免基金混战所带来的砸盘风险，因此
排名靠前的基金独门重仓股走出独立行
情的概率更大。

重庆商报讯 昨日，国内商品期货
市场大面积飘红，黑色系品种维持强势，
化工品种涨幅居前，有色金属、农产品品
种也都小幅飘红。

11月份表现强势的黑色系商品期货
在12月4日继续领涨商品期货市场，其
中锰硅、硅铁主力合约均以涨停报收，铁
矿石主力合约全天上涨 4.78%，热轧卷
板主力合约亦上涨2.46%。除了黑色系
商品期货品种，化工品种在12月 4日的
表现也较为出色，其中甲醇主力合约封
住涨停，橡胶主力合约大涨逾 4.26%，
PVC、玻璃、丙烯涨逾3%。此外，有色金
属和农产品品种亦普遍小幅飘红，豆粕、
菜粕、沪铅、沪锌等品种的主力合约均在
12月4日录得2%以上的涨幅。

国联期货分析师王跃表示，导致国内
商品期货市场在12月4日大面积上涨的
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部分商品市场近期
进入供需失衡态势，比如铁矿、钢铁品种
因为供暖季开始，导致环保限产。二是全
球商品期货价格走高对国内商品期货市
场造成的传导效应，比如石化类商品期
货。三是突发事件引发的市场波动。

商品期货市场大面积飘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名商家：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经营的
小吃店、全国最大的专业科幻书店、中
国手指滑板推广第一人——耿星创立
的手指滑板店等来渝参展。

N6 馆不仅参展业态丰富、新
颖，各商家负责人也多为80、90后
创业主体，聚集了新商业时代的新
生代创意群体。

除此之外，市民还可在现场体
验到最尖端的黑科技，如VR超级
赛车联网竞技、AR双人三屏赛车、
VR枪王-沙漠突击，感受超逼真的
AR航空航天科普时空战机虚拟驾
驶。对于这些具有代表性、创新性
和故事性的参展商家，组委会将特
别挖掘出其创业背后的故事，在

“渝交会”官方微信上陆续推出，与
广大市民共享。

其次是展馆场景化，通过在相
关场馆设置原创主题，引起市民情
感共鸣，进一步增强互动体验，将
购物与艺术、商业与美学相结合，
创造不期而遇的需求，助推实体商
业提质升级。

第三是优惠力度大，本届“渝
交会”参展商家将拿出最大的年终促
销力度，如汇集奔驰、宝马、奥迪、大
众、福特、别克、雪铁龙、JEEP、丰田
等国内外60余个品牌的汽车生活
馆，单款热销车最大优惠达4万元，
且现场订车就送3000元装饰大礼
包；华盛奥特莱斯自有品牌“欧瑟”
旗下的时尚商品、进口商品等在展
会期间将有惊喜折扣；其他家电、
家居、名特产品等也有不同程度的
优惠。

莱优品、中国进口商品城、迈可丽
儿等跨境电商都将亮相；其中，黔
江区商务局和重庆迈可丽儿跨境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还将分别开展

“山韵黔江”品牌发布会和跨境电
子商务推介会。

熊林表示，将力求通过“渝
交会”推动传统商贸企业与互联
网科技的合作交流，促进商贸企
业的线上线下对接及商品流通，
更好地引导传统商业的转型升
级。

展会现场 资料图

12 月 4 日晚间，重
庆在港上市公司民生教
育（01569。HK）公告，
公司旗下合并附属实体
公司重庆悦诚，取得重
庆电信职业学院51%举
办者权益事宜。

据了解，重庆悦诚是
通过增资方式取得重庆
电信职业学院控股权，
共斥资1.25亿元。

至此，资本大腕李学
春的民生教育旗下已拥
有6所高校，除了重庆电
信职业学院，还分别有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
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
院、内蒙古丰州职业学
院，以及安徽文达信
息工程学院。

实控人身家近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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