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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让好货离消费者越来越近
今年以来，以网络“直播带货”为代表的“宅

经济”蓬勃发展。企业纷纷触网转型，传统行业
积极探索直播“圈粉”，上百位县长、市长走进直
播间为土特产“代言”……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直播+电商”正从过去的小打小闹、尝鲜体验，逐
渐向主流发展。

“直播”带来新机遇 商场转型电商基地

来到河北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从外观
看，这里和其他传统商场并没有什么不同。

记者走进贸易城里一家直播供应链门店，款
式多样的服装、各地特色零食、五颜六色的化妆
品摆满了货架。布局简单朴素，商品种类齐全，
乍一看，这里更像是一家“超市”。

“直播机构、主播可随时在店里便捷地选择
各类商品，选好后拿着样品就可直接‘直播带
货’。”门店负责人于磊告诉记者，选货、直播、发
货、仓储、物流等直播电商需要的所有环节在这
里一应俱全。

据乐城国际贸易城电子商务总监杨杰介绍，
2019年，贸易城开始转型探索构建直播电商供应
链基地。基地如今能够提供电商供货、直播带货、
主播培训等一站式供应链平台服务。

记者在这里看到了风格各异的直播间和直
播供应“超市”，有的主播干脆在货架前架起手机
直接开播，带货推销声、发货打包声不绝于耳，好
不热闹。

直播间内，主播彤彤正在手机前直播，向网
友推介展示产品，她的同事们则在旁边将分拣好
的包裹打包发货。

“大家往往只关注镜头前的主播，其实直播
带货有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彤彤告诉记者，直播
幕后还有助播、选品、订单运营、仓储管理等一系
列重要角色分工，缺一不可。

“目前，入驻基地参与直播的商户企业有230
多家，电商带货日出货30万单左右，总货值最高
达3000万元。”杨杰说。

渠道成本更低 好货离消费者更近

“隔着手机想跟网友产生共鸣，既不能夸大
事实，还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产品亮点。”彤彤
说，直播前研究和熟悉产品的准备时间要远远长
于直播时间。

“产品质量和价格是关键。”彤彤介绍说，因
为基地里有供应链公司提供商品，她省去了大量
去一线市场筛选商品的时间。

彤彤合作的供应链公司负责人王海彦表示，
供应链平台的作用是整合上下游，选出品质合格、
物美价廉的产品，“环节越少，渠道成本降低，好货

离消费者就越近，消费体验也会
更好。”他说。

“我们组织采购专家深入
全国各地，在货源地亲自验货，
确保商品的品控、物流、售后等
各项环节。”据王海彦介绍，目
前入驻其供应链的产品有1000
多个品类，随着知名度越来越
高，不少企业开始主动上门推
介自己的产品。

受疫情影响，一些地方的
农产品出现滞销等问题，部分供应链公司走进田
间地头，将这些农产品纳入直播供应链，推动农
产品实现标准化、电商化。

前不久，基地供应链公司为河北怀来县葡萄
酒品牌进行了专场直播，售出近3000单。一位葡
萄酒零售店负责人感慨，“一场两三个小时直播
的销量相当于实体店一年的销量。”

河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1至5月，河北省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1845亿元，同比增长20.6%。

王海彦表示，直播电商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从
4月份至今，他的公司直播带货量在成倍增长，以
前一个月是十几万单，现在好的时候有上百万单。

行业规范发展 激发消费新活力

乐城国际贸易城转型“加速跑”并非个例。今年
以来，北京、上海、重庆等地为促进直播电商发展出台
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推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网络零售市

场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宅
经济”成为市场热点，电商直播超
过 400 万场，家居用品、厨具、健
身器材等销量同比增长超40%。

培育新业态的同时，直播也
创造了更多新就业。据统计，仅
直播间里就产生了直播助理、选
品师等14个新职业。去年一年，
淘宝直播相关产业在全国带动就
业达400万人。

社交新零售资深从业者、北
京视锐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岩认为，网络直
播正在深刻改变商业流程和形态，成为企业营销
和数字化转型“利器”。

直播电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刷单、虚
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等问题产生。近期，中国广告
协会发布了国内首份《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

“网络直播营销会越来越规范，发展会越来
越有序。”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表示，规范通
过指引主播、平台、商家、机构等主体行为，助力
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电视购物联盟4月发布的《2019中国电
视购物行业白皮书》显示，近年来直播电商快速
发展，企业借助“直播+电商”减少营销环节和成
本，有助提升品牌认知度，为零售业带来了多重
发展机遇。

京东内容生态负责人张国伟表示，直播电商
健康有序发展，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有望助
力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加速“回血”，为经济发展贡
献积极力量。 据新华社

高考结束，暑期旅行大门正式开启。7 月
8 日，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扮
成“海王”，在重庆开启第 17 场“携程 BOSS 直
播”，解锁海岛、美食、文化酒店 3 大暑期游密
码。1 小时内，共吸引 412.2 万人观看，直播成
交总额达 4396 万。其中，泰国酒店售出近万
间，成交总额超1040 万。

梁建章认为，旅行是一款复杂性极强的产
品。直播可更深刻、直观地介绍目的地。而疫
后的暑假，游客也在从“观光型”向“度假型”转
变。借直播这条疫后最火通路，主播亲身体
验、讲解，以更具生命力的方式影响用户。

在重庆，每 200 米就有一家火锅店。在携
程直播间，412 万观众发现，携程直播竟然进
阶“小剧场”模式。海王“梁塞冬”循着火锅味
游到洪崖洞，跳进巨型火锅寻宝。观众纷纷
表示“妙啊，人家老板真拼”“携程竟然有小剧
场”“你要笑死我”。

直播前，梁建章照例认真“备课”，打卡火
锅一条街、火锅山。他发现，整个山头都是火
锅餐厅，每个包房都是一个小亭子，旅客可以
吃火锅看山景。夜晚的火锅山灯火通明，夜
游是重庆的另一张名片。

梁建章认为，当前国内疫情恢复良好，很
多商务活动、自由行开放，期待跨省跟团游尽
快解禁。此外，在华外国人、北京低风险区域
游客，出行中频遭当地“土政策”困扰，即使手
持“绿码”、“7 日内核酸检测证明”，也不能顺
畅出行。而暑期最重要的“亲子游”群体，也
受到阻力，很多地方不让孩子离开本地。“一
刀切”政策将游客拒之门外，更将经济收入拒
之门外，拖慢疫后经济复苏进程。

手握健康绿码、核酸检测证明的“梁塞
冬”，同样抱怨“一刀切”政策太过了。

观众留言：“太真实了！这就是我去某地
的遭遇。”“对旅客来送钱都不要的土地爷，我
能说什么”！

除传统“单房”外，携程将酒店餐饮、下午
茶、景点门票、当地旅行体验打包成预售套餐，
在直播间开售。旅客能在当地多住几晚，浸入
本地历史文化及自然风貌，切实拉动本地消
费。直播间内，携程公布“十大文化酒店榜
单”。几百年历史古建筑改建的酒店、带有博
物馆气质的酒店，成为暑期文化探求目的地。

梁建章在渝直播
跳进巨型火锅寻宝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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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公告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云平台网络设备采购项目进行
比选(第二次)，欢迎各单位前来参加。报
名截止时间2020年7月12日17:00。
联 系 人：田老师 023-67647796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1号
理想大厦A栋25楼科技信息部

●江慧平遗失2012年7月19日核发的渝中区新华路宝多吉
电器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376320号声明作废
●遗失王万华湘潭矿业学院地质矿产勘查专业本科
毕业证原件，证书编号95001，原件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高琼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627919作废
●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香御星宇幼儿园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JY3500107013759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田野花卉园艺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编号
5003815000898)、财务专用章(编号500381500089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固强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合堰商贸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U
721DXQ)，报税盘，盘号66250639067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城达运输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遗失易嘉保险执业证00001550000000002019017189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商学院生活服务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会利元酒家（普通合伙）江北大饭
店（注册号：9150010559922208XT）股东大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7月10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新网网球俱乐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5000003556496770）理事会决议：本
俱乐部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45日内到
本俱乐部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东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减少至10万
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司
办理相关法律手续。重庆东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45889263M）2020年7月10日

召回公告
本公司2020年6月20号，生产的昌龙牌

340g火腿午餐肉和340g精火腿罐头，因加工
缺陷问题，现决定全部召回处理，消费者可依据
有效凭证向本公司要求退货，赔偿等合法权益，
由此给各位消费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火车站南路65号

召回负责人：唐凌 电话：13500313151
重庆市永川区昌龙食品罐头有限公司

2020年7月9日

重庆乐畅国际旅行社兰花小区门市遗失以下
合同 CJ20190002577,GN20190008527。时
代天街门市遗失 GN20190010588、09106、
08365、08301、08038、02148、00441、04200，
CJ20190014914、14919、12119、01733、02877、
01036、00094，DD0004657、3829、3909，
GN20190010588、09106、08365、08301、08038、
02148、00441。源著天街门市遗失CJ2019000
4144、3642、3644、3648，DD0004659、4229、
4090，GN20190011507、11215、11217、10582、
09944、09198.以上合同现申请作废，冒签无效。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
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
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
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天勤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784249188J）2020年7月10日

声明：涪陵区国家建设统一征用土地办公室工会委
员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57716082-6>正副本、重
庆市涪陵区国家统一征用土地办公室工会委员会
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工法证字第<23000300062>
正副本及工会主席李正军512301196910010251
的法定代表人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限期申请补办医疗机构校验的通知
重庆臻瑞解放碑医疗美容诊所：你单位截止目
前仍未向我委提交2020年度《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校验申请，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三十五条、《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试行）》第
十条及《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现责令你
单位于20日内补办2020年度校验手续。若
你单位在限期内仍不申请，我委将依法注销你
单位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特此通知。

重庆市渝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7月8日

减资公告：重庆悦德星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60FLWQ3W）
经股东决定，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少至50万
元。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请债权人、债务
人在本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 2020年7月10日

本人何琼在深圳前海龙骏家园养老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购买的欣享卡协议、收据和卡片均遗失，卡号
NO：08071特此声明协议、收据、卡片全部作废！
●遗失谢玉霞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680020170900537作废

重庆超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2009年5月2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056432）、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568893178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688931785）、公章壹枚（编号5001051006045）、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5100604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锦榄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5年08月1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11102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锦榄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5563451171），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6345117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九木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327735084A）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700万元减少到4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7月10日

邓菲菲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D2-
Y39-1-301楼款收据3张和代收费收据1张，收据
号:0023677,金额100000元;收据号:0024726,
金额:10000元;收据号:0024727,金额:65644;收
据号:0024728,金额:264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商学院生活服务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20316
150-9）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旅游合
同12份：编号C010043466、DX0003821-
DX0003830、GZ010136365，遗失一式三联
收据1本：编号163561-163585，声明作废

重庆长江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因办公场所搬迁，遗失台湾
合同81份，合同编码：000300300030130003024
00030550003057000305900030650003067
00030950003123000312500031690003191
00031950003200000321400032150003217
000322700028050002816-00028190002845
00028510002853000286200028790002902
00029270002929000293200029380002839
00029850002998000299900032550003272
00032810003291-0003369登报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重庆市大渡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对一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及报废车辆48辆以现场拍卖
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不含车辆号牌、具体车辆信息详见拍卖清单）,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2020年7月20日10:00时
二、拍卖地点：重庆市渝北区竹林宾馆会议室
三、车辆展示：现场展示及报名时间：2020年7月18日至19日（9:00-17:00时）。
展示及报名地点：重庆市渝北区竹林宾馆
四、竞买人资格：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合法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其它法人组织以

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车辆竞买。
五、竞买人报名及缴纳保证：竞买保证金的收取：现场使用POS机刷卡到账后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竞买人缴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时，可参与任意1辆车辆的竞买；竞买人缴纳2万元竞买保证
金时，可参与任意2辆车辆的竞买，以此类推；竞买人交纳5万元竞买保证金时，不限竞得数量。
报废车辆的保证金为5万元。竞买登记携带资料：自然人携带二代居民身份证及储蓄卡原件、法
人单位由被授权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加盖公章的以上资料
的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报废车辆竞买
登记携带资料：三年内无违规违法记录的法人单位，由被授权人携带具有“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业
务”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重庆市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书》原件、《重庆市排放污染物许
可证》原件、《重庆市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加盖公章
的以上资料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竞买人入场要求：严格按照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要求，竞买人务
必做好自身防疫防护，重庆域内的出示渝康码、重庆域外的出示14天内出行记录；拍卖会全程佩
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严禁吸烟。

七、竞买咨询地点及电话：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39号庆泰大厦16层19号；电话：
023-65559669罗先生17782074056刘女士15723044382公司网址：www.zonto.com.cn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董事会决议暨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重庆轻纺
控股(集团)公司拟吸收合并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吸收合并后，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继
续存续，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依法注
销。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业
务、债权债务及人员均由吸收合并后的重庆轻纺
控股(集团)公司承继。为保护合并各方债权人合
法权益，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功云；电话：023-86064594；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黄山大道中段7号1栋5楼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曼烙琳形象设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00104007491692）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7月10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区拓保险代理人执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同时以上人员遗失保险代理合同声明作废。

谭 勇02000150000080020190330504
彭文芳00001850000000002019029567
张 进00001850000000002019105258
龚金文02000150000080020180802900
张其圆02000150000080020190325335
张 莉02000150000080020190113750
刘 元02000150000080020181120556
张译文00001850000000002019000251
黄 琴00001850000000002019135489
何雪莲02000150000080020190323072
谭春清02000150000080020190323136
龚 卿02000150000080020190330867
彭小琴02000150000080020180925645
马 雷02000150000080020181203010
谭圣波02000150000080020181119642
周华安02000150000080020181214831
夏 爽00001850000000002019041395
袁宗仁00001850000000002019029601

卢 翠02000150000080020190309247
王 宇02000150000080020181210308
叶富梅02000150000080020180301723
杨 华00001850000000002019144711
张 源00001850000000002019207363
幸仁愉00001850010580202019001110
余海晏02000150000080020190113725
田 晶02000150000080020180623851
黄 超02000150000080020180825043
唐永树02000150000080020190310382
雷金春02000150000080020190330490
谢玉珍02000150000080020190330385
朱灵红02000150000080020170616605
文 豪02000150000080020190330570
万光英00001850010580202019001290
邓琳琳02000150000080020180701649
冉海烽00001850000000002019097317

夏 远02000150000080020180908958
赵 兰02000150000080020190325175
陈 鑫00001850000000002019052204
李 雪02000150000080020171222884
李应超02000150000080020170829301
苟 伟02000150000080020190330424
黄渝江02000150000080020181007829
杨懿铃00001850000000002019250032
周建军00001850010580202019001329
杨华春00001850000000002019230945
何 俊02000150000080020181005466
任献玉02000150000080020171100189
刘岸金02000150000080020160409433
陈吉飞00001850010580202019000481
蒋易坪00001850000000002019135501
刘 萍02000150000080020180919559
冉 勇00001850010580202020000491

注销公告：经重庆欧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0069536）股东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7月10日

●遗失莫怀兵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280020180700127作废
●遗失张玉洁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280020180700135作废
●遗失陈 智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280020170200099作废
●遗失谢品惠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280020161003382作废
●遗失王波保险执业证02004750000080020171002461作废
●遗失杨欢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20170200864作废
●遗失胡英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380020160702669作废
●巴南区麻柳嘴镇卫生院遗失重庆市门
诊医药费专用收据0789298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长洪仙人沟旅游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38695401)，声明作废。
●重庆村姜集箱租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D07742
遗失道路运输证编号500104013765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险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461849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区北城天街
门市部国内合同：JNN0609901、JNN0684025.出境合同：
CJN0233406CJN0267723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
纷与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万州双白路门市
部国内合同：JNN0657170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
与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万州白岩路
门 市 部 合 同 ：XCJN0000803、XCJN0002764、
XCJN0003149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与
重庆市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罗登攀遗失恒大金碧天下621-1101号房购房票
据，房款收据：编号N0101976金额44934元；契税
收据编号N0101977金额26960.52元；声明作废
●遗失阳雪花(湖南省衡南县冠市镇杨武村外上岭
4组)身份证，证号：430422197901049023，作废。
●南岸区雅舒润建材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8MA60YJEL64）印章备案回执单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斯瑞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副本（代码05321942-8）声明作废

●重庆润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辆营运证，
车牌号：渝D02B60，证号：500112013895声明作废。

●遗失2018.7.31核发的重庆劳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60183F7Q声明作废

●重庆亦拓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综保区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10261069461核准号J6530082917801声明作废

重庆钢铁高层调整 张锦刚当选董事长
百年重庆钢企迎来新一任董事长。
7月9日晚间，重庆钢铁（601005）公告称，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当天举行，选
举来自央企宝武的张锦刚任公司董事长，接替
原董事长周竹平。

同时，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选举来自四川
民企德胜的吴小平为监事会主席。

此前召开的重庆钢铁股东大会，补选张锦
刚、刘建荣、邹安、周平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补选吴小平、王存璘、许旭东为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老董事长最后一次主持股东会

重庆钢铁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7月9日下午二点半，在重庆市长寿区重庆钢铁
会议中心现场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周竹平主持。

会议高票通过了各项议案，补选张锦刚、刘
建荣、邹安、周平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补
选吴小平、王存璘、许旭东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此前的6月 15日，重庆钢铁宣布，由于工
作调整，周竹平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第八
届董事会中其他职务，李永祥、王力、张朔共分
别辞去公司董事及第八届董事会中其他职
务。张文学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陆俊勇、殷栋分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这也是周竹平作为重庆钢铁董事、董事长
主持的最后一次股东大会。

周竹平表示，重庆钢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在宝武正式入主后，将使重钢拥有更加强
大的体系支撑。

周竹平两年的任期里，重钢历经司法重
整，重回正轨、恢复“造血”功能，成功实现了百
年老企的涅槃重生。

新董事长来自央企中国宝武

之后，重庆钢铁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于当天现场举行，会议由宋德安副董事长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全票选举张锦刚任公司董事长，接替原董

事长周竹平。
张锦刚，1970年 3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常委。张锦刚具有丰富的钢铁企业生产制
造、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经验。历任鞍钢股份
第二炼钢厂副厂长、第一炼钢厂副厂长，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鞍钢股份投资规划部
部长、鞍钢生产协力中心主任、鞍钢集团董事
会秘书，宝钢集团副总经理。

张锦刚1992年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2000
年3月获得东北大学材料学专业硕士学位，2007
年3月获得东北大学材料学专业博士学位。

张锦刚表示，重庆钢铁将在当前市场环境
下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并向实现“实力重钢、魅
力重钢、美丽重钢”三大战略目标而坚定迈进。

监事会主席来自参股民企德胜

同日，重庆钢铁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以现场召开，全体监事推举吴小平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5名，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选举吴小平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小平，1975年5月生，注册会计师，四川

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小平在
财务管理、审计、钢铁企业经营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历任宜宾东升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部财
务总监，四川华强会计师事务所项目部项目经
理，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四川德胜集团系重庆钢铁控股股东长寿
钢铁的间接股东之一。

天眼查数据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宋
德安。德胜集团创立于 1997 年，是一家以钒
钛资源综合利用为主业，集钒钛钢铁、文化旅
游、投资等多元产业为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
集团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前列，资产规模370亿元，年销售收
入450亿元，员工人数10000余人。现已形成
年产400万吨超细晶粒含钒抗震钢、1.2万吨金
属钒、120万吨焦炭、350万吨精矿粉、200万吨
焦煤、20万吨钛精粉、自发电 10亿 kwh、100
万平方米新型墙材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全国第
二、全球前三的钒金属生产基地。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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