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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购买两港务和一民爆公司

重庆港九筹划重组

为啥开网店？董明珠：走近消费者走近年轻人 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
重庆多款纯电动轿车上榜

3 月 11 日晚间，
重 庆 港 九（600279）
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
告，拟发行股份购买
国投重庆果园港港务
有限公司（国投果园
港港务）100%股权、
重庆珞璜港务有限公
司 （ 珞 璜 港 务 ）
49.82%股权、重庆市
渝物民用爆破器材有
限公司（渝物民爆）
67.17%股权，交易对
方为重庆港务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港务物
流集团)和国投交通
控股有限公司(国投
交通控股)。

经公司申请，公
司 股票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开市起开始
停牌，3月11日，重庆
港九报收4.60元，涨
4.55%，换手率1.60%。

履新两高层均具有财务背景

马郭亮，男，汉族，生于1977年 11月，籍贯：湖北公安，硕
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马郭亮 2003 年 1 月至
2010年 12月，在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工作，先后任机
关财务出纳、成本预算专责、总账报表专责、财务信息化专责、
工程财务专责、会计处处长、预算处处长；2010 年 12 月至
2011年8月，在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财务
总监；2011年 9月至 2012年 8月，任涪陵电力（600452）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2012年 8月至2014年 8月，任国网重庆南岸
供电公司总会计师；2014年9月至2019年2月，任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谭勋英，女，汉族，生于1974年 8月，籍贯重庆梁平，大学
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谭勋英2004年7月至2011年1
月，任万州供电局成本预算专责；2011 年 1月至 2018 年 2
月，先后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财资部专责，财资部会计核算
处副处长、处长；2018 年 5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辞职两高层本届任期提前终止

辞职的两名高层。杨玉文，男，汉族，生于1966年 10月，
籍贯辽宁铁岭，大学本科，会计师，中共党员。杨玉文2005年
2月至 2010年 6月，任重庆市酉阳
县供电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6月至
2012年8月，任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
资产部专业处长、副主任；2012 年
9月起，任涪陵电力董事、总经理，到
如今辞职，任期已有6年又6个月。

蔡彬，男，汉族，生于1968年 10
月，籍贯重庆涪陵，大学本科，高级工
程师，中共党员。蔡彬 2003 年 7 月
至2007年 4月，在涪陵电力工作，先
后任营销中心副主任、主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2007年 5月至2008年 10
月，任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涪陵电力营销中心主任、总经
理助理；2010年 1月起，任涪陵电力
董事会秘书，到如今辞职，任期已有
9年又2个月。

今年1月10日，涪陵电力董事会
监事会管理层换届，开始了第七届任
期，杨玉文出任董事总经理，蔡彬出
任董事会秘书，如今因工作变动，任
期提前终止。

交易方分别为大股东和央企

公告显示，重庆港九拟发行股份购买国投果园港港务
100%股权、珞璜港务49.82%股权、渝物民爆67.17%股权，交易
对方为港务物流集团和国投交通控股。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目前交易双方对交易仅达成初步意向，有关事项尚存不
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3月12日开市起开始
停牌，公司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规定，公司将按照证监会要求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并申请复牌。

据了解，港务物流集团为重庆国企，2006年将重庆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物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涪陵港务管理局的国有资产进行整合，组建设立的市属
重点国有港口物流企业，目前注册资本40.35亿元，重庆市两江新
区管委会持有98.27%，国家开发银行全资持有的国开发展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占1.73%，旗下有上市公司重庆港九（600279）。

国投交通控股注册资本20亿元，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100%持股，为国务院国资委旗下全资企业。

涉及两港务和一民爆公司

国投果园港港务，住所在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东风路146
号，法定代表人吴宏平，成立于2007年 11月 6日，经营范围包
括普通货运；货物装卸；人力搬运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仓储）；房屋租赁；货运代理；港口机械设备租赁、维修等
业务。注册资本11.622亿元，国投交通控股占51%，港务物流
集团占49%。

珞璜港务，住所在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猫港村3幢，成立于
2015年5月8日，经营范围包括子啊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
物流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业运输（集装
箱）；货运代理、船务代理；销售磷矿石、煤炭、金属矿石、钢材、化
工产品、建材等。注册资本3亿元，港务物流集团占49.82%，重
庆港九占50.18%。如重庆港九收购港务物流集团持有的珞璜港
务49.82%股权后，珞璜港务将成为重庆港九全资子公司。

渝物民爆，住所在重庆市渝中区领事巷15号，成立于2001
年6月13日，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索类
火工品；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轻工产品及原料、五
金、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货物储存（不含危险品）、电器机械
及器材等。注册资本4824.77万元，港务物流集团占67.17%，另
外有三位股东，重庆国资重庆能投旗下的重庆顺安爆破器材有
限公司、重庆顺安南桐爆破器材有限公司，分别占 21.11%、
4.04%，葛洲坝（600068）旗下的葛洲坝易普力重庆力能民爆股
份有限公司占7.68%。重庆港九收购港务物流集团持有的渝物
民爆67.17%股权后，渝物民爆将成为重庆港九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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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获悉上周（3月
1日-3月 7日）国内共发生融资事件51起，
涉及19个行业领域。上周的融资事件的融
资轮次主要集中在A轮、战略投资、天使轮。
融资事件中，最高一笔为蛋壳公寓5亿美元
C轮融资。

董明珠为何要开网店，目前有啥“新动作”？
3月11日，董明珠的自媒体对此作出回应。

开网店意欲何为？
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董明珠屡屡说起的“网店”是指开在格力
商城平台上的微店，目前格力9万员工都在
平台上开了微店。董明珠不但自己开起“微
店”，也鼓励员工干起店长这份“副业”，其真
正用意是什么？

说到开微店的目的，董明珠表示，格力在
市场上被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实际上产品系
列已经全面覆盖空调、生活电器、高端装备和
通信设备了，因此，希望能够通过微店的方式
让更多消费者快速了解格力的产品。

同时，她认为，消费者不仅可以直接感受

到产品，而且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微店把
更多的需求、改进的建议直接传递出来。员
工都来开微店，能够与消费者有直观上的接
触。“不仅对自己的岗位，而且对全产业链的
岗位都有所感受，可以增加员工的紧迫感。”
董明珠说。

“开‘微店’就是为了走近消费者，了解其
需求，网店是‘年轻’事物，多多接触新事物，
才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董明珠坦言。

董明珠说，开网店不怕被笑话，哪怕卖出
一台电饭煲都是成功的。

牵手天猫精灵
语音即可控制家电

董明珠直言，过去的制造业大多是靠模
仿，靠引进外来技术，自主创新不多，这是中
国制造业最大的痛点。

目前，格力电器有14个研究院，13000名

技术开发人员和近千个实验室。这些自主搭
建的创新平台，自主培养的研发人才，源源不
断地为格力注入创新的动能。

董明珠说，如今，格力在空调、生活电器、
高端装备和通信设备四大领域蓄势发力，不
仅在空调领域掌握核心科技，在冰箱、洗衣机
领域同样也掌握核心科技。

在AI领域，董明珠表示：“格力不是今天
才有关于AI的想法，我们一直在做。未来的
智能家居，从开门开始就是智能的。”

近期，格力物联网和在智能家居领域上
又有“新动作”。格力和天猫在杭州签署了
IoT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格力将与阿里人工
智能实验室旗下的天猫精灵合作，格力家电
产品接入 IoT，实现语音就能控制家电。格
力与天猫战略合作之后，格力新品将在天猫
进行首发。两家企业将在物联网和智能家居
领域从技术、渠道、生态层面进行战略合作。

3月12日，格力天猫超级品牌日启动，格
力智能家电新品——“空净二合一”空调首发。

重庆商报讯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 2008
第 9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有一款纯电动轿
车、重庆金康两款纯电动轿车、重庆长安（包
括河北长安汽车）等多款纯电动轿车在推荐
车型目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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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国内51起融资
单笔最高5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新任命总经理和代董事会秘书

涪陵电力高层换血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李悦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熊智强

3 月 11 日晚间，
涪陵电力（600452）公
告，公司于3月8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
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公
司原总经理杨玉文因
工作变动，已辞去所担
任的公司总经理职务。

因工作需要，根据
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
名，同意聘任马郭亮担
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至
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 即 2022 年 1 月 9
日)。公司原董事会秘
书蔡彬因工作变动，已
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
事会秘书职务。因工
作需要，根据规定，同
意公司未聘任新一任
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指
定谭勋英女士代行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另外，杨玉文也辞
去董事职务，经公司控
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
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提名，推举马郭亮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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