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旅局携手重庆旅行社开辟市场 共推高尔夫品质度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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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每年70多万“球迷”蜂拥而至，
泰国高尔夫度假游迅速崛起，正成
为一项新兴的出行方式。重庆商
报-上游财经记者13日从重庆黄金
假期国旅获悉，为积极开拓市场，泰
国国家旅游局（以下简称“泰旅局”）
日 前 已 正 式 携 手 该 机 构 旗 下

“023GOLF”品牌，在重庆共推泰国
高尔夫旅游。重庆正成为这项高
级、低碳度假出行方式的重要策源
地。

泰国作为世界排名前列的旅游
胜地，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人前去

游玩，但同时它也是被世界公认的
亚洲最佳高尔夫旅游目的地。据
不完全统计，泰国拥有 200 多家顶
级高尔夫球场，其中多数球场均出
自世界顶尖设计师之手。数据显
示，每年有70多万国外高尔夫爱好
者亲赴泰国打球，其中一半来自亚
洲。泰国因此连续 6 年被“Asian
Golf Monthly”的读者评选为亚洲
顶级高尔夫目的地。

早在2013年，泰旅局就决定今
后每年策划举办多场大型高尔夫球
赛及高尔夫旅游交易会。在今年举
办的旅交会中，来自全国 130 余名
高球爱好者得以聚集一堂、切磋球

技。
随着高球运动越发受到关注，

泰国高尔夫度假游也打开了全新发
展窗口。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打造
世界级高球旅游胜地，重庆商报-上
游财经记者 13 日获悉，今年，泰旅
局成都办事处就携手重庆黄金假期
国旅“023GOLF”品牌，面向市场共
推泰国高尔夫旅游，并针对重庆高
尔夫爱好者设计更多品质产品。

“023GOLF”品牌成立于 2007
年，一直是泰旅局重庆地区唯一指
定合作伙伴。双方此次携手共拓
市场，一是看重优势资源的整合互
补，二是看好高球度假游这片新兴

市场的发展前景。即日起，重庆球
手就可通过“023GOLF”选择泰国
高尔夫度假产品，赴泰挥杆之余享
受神奇泰国品质之旅。

“023GOLF”致力于推广高球运
动，是专业提供全球高尔夫球场预
订、全球高尔夫旅游、定制高端高尔
夫度假产品以及各类高尔夫赛事组
织、商务活动、球队比赛和出行等服
务 的 平 台 。 目 前 该 机 构 拥 有

“www.023GOLF.com”网站、微博
（官方微博号：重庆023高尔夫）等平
台。自成立至今，“023GOLF”凭借
自身的专业水准，为高球爱好者提供
了多种品质服务，赢得良好口碑。

“023GOLF”咨 询 联 系 方 式 ：
023-88739592 023-88739575

重庆商报讯 9 月 15 日，第六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全国
行业总决赛将在江苏南京举行。为
了让创客获得优异成绩，为重庆争
光,日前，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
主办赛前培训会，帮创客梳理参赛
流程，支招路演技巧。

现场直击

四家企业无一缺席
“威鹏药业坐落于南川工业园

区，‘常山酮’兽药作为全球首防原
料药，2016年已经与美国洛比化学
签订‘常山酮’欧美规范市场代理协
议。”培训会现场，威鹏药业相关负

责人正介绍着项目。
作为高端鸡/牛兽药，能预防、

治疗鸡类家禽的球虫病，兼具高效
性与安全性。从竞品对比中，常山
酮项目（鸡球虫病）对多种类型的球
虫病均有效，低耐药性/低交叉耐药
性、无致畸、无残留、无毒副作用、允
许产蛋鸡使用。从每公斤测算，虽
然每公斤单价高于其他三类市场主
流用药，但每吨饲料添加剂量只需
3g，同类产品则需添加到 125g，总
体测算看成本可接受。

嵘志医疗作为专业从事支具护
具产品研发与健康管理服务的技术
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慢性劳
损，运动损伤，退行性变，运动医学
手术术后等均需要运动医学护具进

行预防和治疗。此次路演项目为新
型运动医学系列辅具，能缓解疼痛
延缓手术；辅助手术功能康复、恢复
步态，最终提高生活质量。

培训会上，重庆和其美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希尔康血液净化器材
研发有限公司、重庆威鹏药业、重庆
嵘志医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
参与生物医药行业总赛的企业无一
缺席，再次精细路演。

导师点评

部分细节尚需雕琢
大赛组委会邀请到天毅莱美医

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榆、重庆
万业美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合伙人马霖对项目一一点评，支

招。导师们表示，此次培训会上的
项目，是从重庆赛区优中选优而出，
代表着重庆创客水平。从项目本身
来说，确实是块璞玉，含金量高。

但总决赛上，会迎战来自五湖
四海的优秀项目，如何把握在短短
数分钟的路演时间内，完美绽放光
华？导师认为，尚需在细节着力。
比如，创客在路演过程中，不要把太
多的时间拿去讲曾经获得的奖项和
荣誉，路演的重点是逻辑清晰、简明
扼要的讲解项目本身的优势和市场
痛点。另外，部分选手在演讲过程
中语速过快，应主要把握路演节奏，
让评委真正了解你的项目。现场，
王榆、马霖均不断向创客们加油鼓
气，希望其能在总决赛上创造佳绩。

选手声音

不忘初心争分夺秒
选手们准备得怎样？“在导师一

对一问诊时，称我们应该更聚焦市场，
比如到底是体内止血还是体外止血。”
和其美速凝棉项目负责人蓝广芊表
示，正根据导师意见调整路演PPT内
容。“而我本人，原本是做研究出生，理
论虽扎实，但转化成上台路演，还需不
断练习，争取拿个好名次。”希尔康血
液灌流项目相关创客表示，台上3分
钟，台下10年功。医疗行业更是如
此，一个项目的研发成功，背后可能需
要数年都不止。”如今总决赛在即，团
队要做的是不忘初心，争分夺秒，对
得起这些年的付出。”

重庆商报讯 去年6月，因为微信
公众号“的哥的姐有的说”、“TAXI地
带”多次发布针对滴滴的侵权文章，滴
滴出行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 月 13 日法院宣判，因发布多篇
侮辱性、诽谤性的内容，两个微信公众
号运营主体刘某及其团队，向北京小
桔科技有限公司（即滴滴出行的注册
公司，以下均简称滴滴公司或滴滴出
行）赔偿经济损失费10万元及合理支
出 32510 元，并在其涉案的两个微信
公众号显著位置连续10日发布声明，
消除其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的哥的姐有的说”、“TAXI地带”
两个微信公众号均系刘某团队运营。
自2015年起，刘某通过“的哥的姐有的
说”、“TAXI地带”两个微信公众号发布
多篇带有侮辱性、诽谤性词语的文章或

评论、精选留言，极大的损害了滴滴出
行的声誉，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其服务的
评价。

对于刘某的这种行为，滴滴公司
于2016年6月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刘某停止其侵权行为，删除
其在微信公众号“的哥的姐有的说”、

“TAXI地带”中发布的侵权文章，发布
公开声明，消除其侵权行为带来的负
面影响，并赔偿相关费用和经济损失
费。

经公开开庭审理，海淀区人民法
院判决认定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侵
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
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
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判决刘某自判
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删除《全国的的哥

的姐，有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不
得不听》一文，并在其微信公众号“的
哥的姐有的说”、“TAXI地带”发布声
明，消除其侵权行为给滴滴公司造成
的不良影响，赔偿经济损失100000元
及合理支出32510元。

同时，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还认
为，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
谤等方式损害法人的名誉，网络用户
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
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

现如今，互联网已深入渗透到社
会生活各个领域，与人们的现实生活
息息相关，而一些假新闻和恶意中伤
也应运而生。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朱巍的说法，这些意在中伤的假新闻
已经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竞争中造成
了很大的问题。最近，我国也发布了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等文件，涉及微信、微博、今日头
条、百度百家等互联网平台。

知名互联网法律专家赵占领律师
表示：“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相
关的名誉权纠纷也随之大量增加，倍
受各界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自媒体缺
乏传统媒体的严格的采编流程，部分
自媒体所发布的文章内容未经核实，
甚至故意捏造事实，导致企业的名誉
权受到侵害，加上不少自媒体借助社
交平台进行传播，导致侵权结果在很
短的时间内进一步扩散，给企业名誉
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很多企业
不得不诉诸法律，巨额索赔案件频发，
一方面说明企业的法律维权意识日益
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媒体行业也
需要加强规范，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
不能逾越法律的边界。”

重庆商报讯 9月 12日晚间，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渝企纽米科
技，（831742）公告称，云天化集团拟以现金
3.9744 亿元收购 A 股上市公司云天化股份
（600096）持 有 的 纽 米 科 技 46% 的 股 权 ，
收购完成后，云天化集团将直接控股纽米科
技。业内人士指出，此举将为纽米科技未来发
展，乃至单独上市做铺垫。

本次收购为云天化集团自有资金，完成
后，云天化集团将成为纽米科技的控股股东。

长江证券重庆投资顾问邹朝富指出，按照
3.9744 亿元价款，对应的纽米科技 9936 万股
（占46%），每股折合4元，较2017年 6月末净
资产1.61元，溢价148.44%。

纽米科技全称为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16日挂牌新三板，现
为创新层企业，并为做市转让方式。

纽米科技住所在重庆长寿区晏家街道齐
心大道22号，当时注册资本1.66亿元，为上市
公司云天化控股，占88.67%，成都慧成科技公
司占7.71%，水富金沙时代创投公司占3.42%。

经过股权变更和定增募资，2017年半年报
显示，注册资本达到2.16亿元，股东数达到70
人，云天化股份的持股比例降到75.09%，成都
慧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占5.91%，云天化集团
占4.63%。

此次收购完成后，云天化集团持股比例将
达到50.63%，从而控股，云天化股份持股比例
降为26.09%，变为第二大股东，而云天化集团
为云天化股份控股股东（占46.70%）。这样，
云天化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纽米科技76.72%
股份。

纽米科技 2016 年营收 1.89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4.86%；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为 1650.30 万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97.20%；基本每股收益为0.09元。

今年上半年纽米科技营业收入为9347.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3%；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2.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2.59%；增长原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
持续向好及储能领域的逐步兴起，锂离子电池
隔膜市场需求不断加大所致。

云天化集团收购纽米科技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