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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两子公司引入战投
注资14亿元资管计划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郑森楠

从江北机场到缙云山
自动驾驶示范路线明年启用

空置房产伤脑筋？这家创新企业带你享受交换度假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唐小堞 创新是星星之火

可激发创业热情

李增勇告诉记者，重庆商报
—上游财经举办的评选活动给了
创新型企业一个极佳的展示平
台，而且能够与重庆知名企业长
安集团、美心集团等一起竞争
2017年的十佳创业团队，是对创
业者的认可和支持，极大地激发
了企业的创业热情。

他表示，借助于上游财经的
优势平台，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
和市场影响力可进一步得到提
升，并且能从一同参赛的企业中
学到可借鉴之处，让今后的路走
得更远。

“创新如同星星之火在燃烧，
创新型企业一定对应了更好的产
品、解决方案以及快速占领市场

的合作愿望。”李增勇表示，通宿
科技作为重庆共享经济的代表企
业，首创了房产使用权益共享和
交换模式，是行业的开拓者，参加
创新创业评选活动是一次很好的
机会，可以精准扩大“朋友圈”，与
最有潜力的创业者共同进步。

李增勇认为，“重庆的经济有
一股蓬勃的活力，我们希望把企
业做大做强，让越来越多的人看
好重庆的未来，吸引着越来越多
有梦想的人来重庆打拼、追寻梦
想。”

打造共享住宿平台
挖掘交换度假潜力

作为一家致力于共享经济的
企业，重庆通宿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的创新性体现在哪里？

李增勇介绍，通宿就是将固

定房产的使用权益“电子券”化，
通过住宿“电子券”的交换，将一
处物业实现“跨地域、跨物业”的
流通使用。如重庆的酒店有1000
个房间，平均空置率为50%，借助
通宿科技的平台，酒店预留 300
个房间，接待通宿系统上面的酒
店的会员，相当于储存了 300 万
的权益在通宿的系统中。而酒店
会员可以通过酒店赠送的通宿信
用点，在通宿系统里面选择酒店，
选择范围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
外，信用点可以抵现金使用，实现
交换度假的目的。

为什么要打造这种交换模
式？李增勇透露，把房子的使用
价值以及背后福利对接到平台上
共享是未来房地产的发展趋势，
可以最大限度地盘活住房资源。
当房源足够多，平台服务足够全
面的时候，就可以让存量得到效

率 最 大 化 。 而 通 宿 科 技 的 核
心，是运用金融的逻辑做交换，从
而盘活中国当下的闲置房产和闲
置资源。

在度假交换的细分领域，通
宿科技已在国内多个省市布局，
并且开始迈向泰国、老挝、新西兰
等海外市场。同时，得益于“房源
置换”平台和系统的深度打造，正
在逐步实现媒体广告、酒店生活物
品、养生保健产品的置换，持续深
耕住房市场产业链供给端和需求
端。目前，通宿科技已成为中国最
大 的 住 宿 交
换 平 台 ，仅
2017 年 1 月
到 5 月，就实
现交换 1084
次，产生的交
易 额 突 破 了
210多万元。

广告

重庆商报讯 大家还记得前
不久，长安汽车宣布获得美国加
州路无人驾驶牌照的事吗？当时
长安汽车在加州的测试，主要集
中在部分高速公路和城市公路，
重点测试长安汽车无人驾驶的环
境感知能力、中央决策算法、环
境适应能力等。2019年，这样的
测试在“家门口”也能完成了。
12 月 6 日，两江新区介绍，2019
年全阶段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
区将在咱重庆建成，其中，不少
测试试验区设置在两江新区。

全阶段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
范区将分三期建设近四千亩封闭
测试区。目前，一期已在两江新
区建成了占地约410亩的智能网
联汽车模拟城市测试试验区。二
期将在重庆垫江汽车试验场，建
成占地 3500 亩的综合测试试验
区。这些区域主要是在封闭的

“城市交通环境”和“综合交通环
境”中测试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性
能。而三期拟于2019年在两江新
区、渝北区等区域，建成覆盖城
市、山区、高速、隧道和桥梁等道

路场景的开放道路测试试验区
等。

为何要建专门的智联网汽车
测试示范区？智能网联汽车有别
于传统汽车，需要在封闭和开放
的交通环境下，测试车与车、车
与路以及车与人交互下的环境适
应性、通信可靠性、信息安全性
等。这是传统的汽车测试技术和
条件无法满足的，所以，这就需
要建设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示范
区。

到 2019 年，该测试示范区将
涵盖西部地区 9 成以上道路场
景，全国 85%以上交通环境。它
不仅能对智能网联汽车车辆性能
进行测试，而且还能对通信基础
设施以及道路路侧装置等设施的
性 能 进 行 测
试。

目前，测
试 示 范 区 建
设 有 4G、
LTE-V 通信
设施，今后将
升级为 5G 通

信设施，届时就可以知道5G通信
能不能支撑智能网联汽车。

11 月 中 旬 刚 刚 结 束 的“i-
VISTA 智能网联汽车 2017 国际
研讨会”上传来消息，明年 6 月，
自动驾驶车辆将有望获得上路测
试运营的牌照，并
在重庆的礼嘉片
区开通从欢乐谷
到九曲河公园为
环线的首条自动
驾驶试乘试驾体
验环线。到明年
底，一条从江北机
场出发，经鱼嘴、
礼嘉、悦来
再 到 北 碚
缙 云 山 的

自动驾驶示范路线将启用。自动
驾驶车辆到底靠不靠谱？坐着舒
不舒服？通过这个涵盖了城市道
路、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复杂立
交和蜿蜒山路的开放道路示范
区，将得到充分的验证。

重庆商报讯 12 月 6日晚间，重庆
建工（600939）公告，拟引入建设银行重
庆中山路支行，通过招商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设立资管计划，对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三建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
司（住建公司）两家公司增资，增资金额
分别为8亿元、6亿元。

三建公司成立于1986年 3月，注册
地在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 1号，此次注
册资本从 3亿元增加到 5.5786 亿元，重
庆建工占 53.78%，资管计划占 46.22%。
住建公司成立于1981年11月，注册地在
重庆市渝中区桂花园43号，此次注册资
本从3亿元增加到5.617亿元，重庆建工
占53.41%，资管计划占46.59%。

12 月 1 日起，由重庆市经
信委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重庆商报—上游财经承
办的“2017 年度十佳创新人
物、创业团队”投票正式启动。
组委会介绍，截至目前，甄选出
的80多家企业已得到了超4万
张投票，后续将通过网络投票+
权威专家评选的方式，评选出
2017 年度重庆“十佳创新人
物”和“十佳创业团队”。在投
票活动进行期间，将对重点企
业进行持续报道。本次邀请了
重庆通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EO李增勇，来，一起听听他
的创新历程。

重庆商报讯 12 月 6日晚间，重庆
梅安森（300194）公告，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马焰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
计划自 2017 年 4月 28 日起 12个月内，
根据相关规定，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截至2017年 12月5日，马焰通过深
交所系统合计买入公司股票 164.28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增持金额
2579.89万元，均价15.70元/股。

增持前，马焰持有公司股份4664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28.39%；增持后，马焰持
有4828.2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9.39%。
本次增持是马焰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
值。增持资金为马焰自有资金。

莱美药业（300006）发布公告，12月
6日收股东邱炜减持计划告知函，邱炜计
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
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莱美药业股票数量，合计不
超过4061.206万股（占总股本5%）。

梅安森实控人增持股份
莱美药业股东拟减持5%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郑森楠

重庆商报讯 12 月 6日，海亮集团
铜材西南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入驻江
津珞璜工业园。

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占地230亩，
建设年产空调制冷用铜管 9万吨、年产
铜排 6万吨的铜材制造项目（规划制冷
用铜管生产线 3条，每条产能 3万吨；6
万吨铜排及深加工），同时通过在西南地
区的并购，整合打造铜材西南生产基地，
并在江津综保区内注册成立外贸公司。

海亮集团落户江津
计划总投资30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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