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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下午，海航集团与渝富集团在

重庆签署《关于西部航空战略重组协议书》，

对西部航空进行股权重组。这是继双方于今

年签订《海航航空集团、渝富集团重组西部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框架性协议》后，积极推动西

部航空重组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本次重组完

成后，渝富集团或其指定企业合计持股比例

不低于 70%，成为西部航空第一大股东，生产

经营由海航专业航空运营团队负责。

签约仪式现场，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表

示：此次合作是海航集团落实“聚焦航空主

业、健康发展”战略要求的坚定行动，充分表

明了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海航及西部航空发

展成绩的充分认可。西部航空扎根重庆，已成

为我国最优秀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之一，未来

西部航空将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和渝富集团

的大力支持下，打造世界级低成本航空公司，

服务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推动重庆乃至

西南地区民航业在新时期实现更大发展贡献

力量。

强强联手 为打造中西部国际
航空枢纽提供重要支撑

西部航空成立于 2007 年，成立 12年来运

营品质稳步提升，经营业绩逐年增长。目前拥

有 A320 飞机 31 架、A319 飞机 4 架，员工

2600 余人，总资产 125 亿元。西部航空扎根重

庆，陆续开通海口、广州、上海、深圳、新加坡、

普吉、大阪等 160 余条国内、国际航线，通航

城市 54 个。

2013 年，西部航空成为西部地区首家为

旅客提供差异化服务的航空公司，通过高效

运行、降低单位成本，拓宽对消费者的可让利

空间，使更低的机票价格成为可能。西部航空

在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三年被

SKYTRAX 评为“中国领先低成本航空”；2019
年被 SKYTRAX 评为“四星航空公司”。2018
年 7 月 18 日，西部航空正式成为中国首家运

行 CCAR-121-R5 运行标准的航司。

此次海航集团与渝富集团针对西部航空

进行战略重组，将解决西部航空发展的历史

遗留问题，全面化解西部航空流动性风险。同

时助力西部航空扩大经营规模，借助重庆本

地资源以及海航运营管理经验，力争在重组

完成后五年内，将西部航空打造为国际、国内

航线达到 200 条的基地航空公司，成为中西

部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支撑。

西部航空作为国内领先的差异化服务航

空公司，将继续对标国际标准，坚守差异化服

务发展初衷，助力民航大众化，将飞行变为

“大众化的旅行方式”，以“多样化超市自选”

替代原有的“捆绑消费形式”，致力于为世界

低成本贡献中国方案。同时，西部航空致力于

服务国家区域重大航空发展战略，秉持为中

国打造一家大众化便捷出行航空企业的理

念，定位为中国特色差异化航空服务商，紧紧

抓住中西部国际航空枢纽、一带一路建设等

战略机遇，致力于将西部航空打造成为亚太

地区知名、国内规模领先、具备自主研发能

力、保持高效运营水平、连通东西部区域、服

务百姓便捷出行的差异化服务航空品牌。

股权多元
海航管理模式逐渐成熟

海航集团在西部地区先后成立了西部航

空、长安航空、祥鹏航空等公司，建立了干线

和支线相结合的航线网络，为西部地区提供

全系列航空服务。2010 年，海航集团被授予

“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集体”荣誉称号。

航空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对

外人文、经贸领域的交流；地方航企也将获得

更多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增强

赢利能力；海航则依托在航空业专业的管理

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进行管理输出，聚焦

地方航空公司在日常运营、安全生产、真情服

务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此前，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表示海航始终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聚焦航空主业、健康发展”指示精神，围

绕聚集航空运输主业和相关产业定位，全面

开展战略转型工作，在做精、做好、做强航空

主业的基础上实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海航与渝富将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双方

通过开展合作，达成互利共赢。此次合作结合

重庆本地资源以及海航在航空方面的管理优

势，扩大西部航空经营规模，做大做强西部航

空。充分展示了各方看好海航、看好西部航空

未来发展，海航也表示将不遗余力落实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重庆国际航空枢纽

建设。

渊仝海冤

海航集团与渝富集团签约
全力推进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11 月 29 日 20 时 23 分，满载游客的

Y531 次“雪国列车”从沈阳北站驶出，一路驰

骋驶向“雪国之乡”山河屯站。

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沈

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坚持旅客需求导向、

遵循规律细分市场、聚焦旅客出行体验”的发

展理念，全面推出沈阳铁路客运服务十项便

民利民新政策、新产品、新服务，努力为广大

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乘车出行体验。他们根

据旅行社和社会团体需要，由主办单位选择

经由、选择停站，提出到开时刻和停留时间，

开行沈阳局管内定制化专线列车，Y531 次

“雪国列车”就是沈阳局集团公司根据市场需

求推出定制化旅游列车。

沈阳局集团公司所属沈铁国旅集团紧紧

抓住东北冬季冰雪旅游资源优势，不断丰富

旅游产品供给，提早设计了踏雪、滑冰、泡温

泉、品民俗等冬季旅游产品，打造冬季经典旅

游线路，让游客尽享多姿多彩的冬季旅游体

验，全面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多样的

旅行体验。

首趟“雪国列车”为冰雪童话雪乡四日

游，11 月 29 日 20 点 23 分从沈阳北站始发，

30 日 6 点 30 分即可到达山河屯站，游客可

以直达中国“雪乡”。与以往旅游路线相比，省

去了中转哈尔滨约 6 个小时行程，大大缩短

了旅途时间，提升了游玩质量。游客在双休日

畅游“雪乡”后，12 月 2 日 5 时 20 分即可返

回沈阳，上班族休闲工作两不误，深受游客欢

迎。

搭乘首趟“雪国列车”出行的游客享有全

程往返固定卧铺，实现了一铺到底，一站直

达，而且大件行李还不用随身携带。同时，“雪

国列车”中的多功能车厢备有点歌机、儿童娱

乐等设备设施，为游客提供周到、便捷的特色

服务。据悉，沈阳局集团公司沈铁国旅集团推

出的“雪乡四日游”还将在 12 月 13 日、20 日

和 31 日开行。同时，沈铁国旅集团还将陆续

推出开往长白山、阿尔山、查干湖等方向的冰

雪游、温泉游、冬捕游等系列定制化专列产

品，搭载游客一路欢歌畅游大东北。

渊李季春 赵威 韩波冤

恒日 温暖整个冬天
———访内蒙古恒日新能源科技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振杰

近日，由恒日公司主办的《太空能采暖、

制冷、冷热水及发电专利系统由花钱变赚钱》

新产品发布会在内蒙古赤峰心连心静雅宾馆

隆重召开，在会场上，笔者采访了该公司董事

长高振杰。

高振杰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

用能源、资源带来的环境问题，给自然生态和

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严重挑战。开发绿色清洁

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防止雾霾

天气,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太阳能

是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也是低碳经

济的发展重点。太阳能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已成为各国抢占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

点的重要举措。发展太阳能产业乃大势所趋，

前景广阔。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常规能源日益

紧缺，碧海蓝天成为每个人心中的绿色梦想；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为了给子孙

后代留一些资源，企业最新研发出第十八项

专利技术———太空能发电、采暖、制冷、热水

专利系统，健康、环保、节能、安全。”

太空能是太阳能的升级换代产品，也是

太阳能的一种深度综合应用，他是利用太阳

能发电带动空气能来为用户提供采暖、制冷

和热水的使用。太空能是使用电力但不用电

力直接加热或制冷的一种装置，是把太阳辐

射到大气中的低品位能量吸收进来，经过压

缩机压缩后转化为高品位能量，在工作过程

中，压缩机消耗的电能仅仅是压缩机用于搬

运空气中的能量时所需的电量。因此提供相

同的制热量或制冷量，它的用电量仅仅是空

调或电热水器的四分之一左右，可为用户省

下大笔的用电费用,大大地节约运营成本。公

司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与挑战，利用原有

优势不断创新，与时代趋势同步，力求通过品

牌优势+核心的专利技术，在内蒙古乃至全国

建立新能源服务体系，使企业产品遍及全国

各地。

公司将在围绕节能、环保、绿色新能源开

发利用的基础上，立足服务市场终端，发挥作

为专业厂家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加工各种类

型太阳能产品的优势，以专业水平、优良品

质、满意服务和具备整体施工能力为特色.
以节约能源、节省能源和开发、利用绿色

新能源两大系列为主导产品，随着国家“取缔

燃煤锅炉”和“煤改电”政策的推出，公司抓住

了这一历史性机遇与挑战，利用原有优势不

断创新，与时代趋势同步，在内蒙古地区乃至

全国建立新能源服务体系。恒日，让冬天不再

寒冷，让冬天变得温暖。 渊高艳庆冤

近日，山东潍百集团供应商大会在潍坊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余位优秀企业家、

行业专家、业界精英，相聚风筝之都———潍

坊，共话发展。

可口可乐、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等 30
多家世界 500 强及伊利、格力、创维、长虹、美

的等 20 多家中国 500 强企业参会，是近年来

潍坊参会数量最多、规格最高的一次零售行

业峰会。今年大会主题为“聚力同行 共谋发

展”，大会由领导致辞、主题演讲、专家论道、

战略供应商签约、颁奖晚会等环节。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业态新

技术不断涌现，零售业迎来大变革。潍百集团

积极转变思维，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回归零售

本质，以全方位、高效率的服务好消费者为主

线，重点围绕“培育新动能，加快转型升级；拓

宽新渠道，打造产业链；聚焦新消费，提升商

品力；应用新技术，建设智慧门店”等四个方

面开展工作，积极打造优质商业供给侧，不断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销售、利润连年稳步提

升，实现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会上，潍百集团与 20 余家供应商代表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潍百集团大力推行零

供战略合作拉开了序幕。在供应商联谊会上，

表彰了战略供应商、功勋供应商、卓越供应

商、优秀供应商。获奖代表纷纷表示，双方将

加强深入合作，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优势互补、共生共赢。

渊连裳冤

11 月 25 日,民建齐鲁制药支部召开工作

会议，会上宣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济南市委

员会 《关于民建济南市委齐鲁制药第二届支

部委员会改选主任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批

复》，经过选举，安振明当选为齐鲁制药支

部主委，他表示要带领支部全体会员认真履

行参政党职能，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济南

民建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建济南市委副主委丁保国参加会议

并讲话，他对新时代合格民建会员提出了五

点要求：信仰坚定不含糊，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遵纪守法严要求，做法制社会诚信守法

人；本职工作出彩，做所在单位或领域有专

业素养的人；履职尽责有成效，做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建言人；终身好学不放松，做最

好的自己。希望齐鲁制药支部全体成员坚决

做到坚定核心、围绕中心、不忘初心、凝聚

人心、修炼本心，在新时代大潮中淬炼成

钢，争做合格民主党派成员。会议期间，与

会人员还一起参观了齐鲁制药公司展厅及研

发实验室。民建济南市委机关相关处室负责

人、齐鲁制药支部委员参加会议。 渊纪明冤

GUCCI 宣布与腾讯
合作制定数字战略
框架

12 月 2 日，GUCCI 古驰宣布与腾讯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古驰携手腾讯制

定数字战略框架，共同引领物联网、人工智

能、数据科学、智能零售、内容生成与数字思

维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古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co Bizzarri
表示：“现行技术与创新科技令数字领域愈加

复杂，但同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去实现更

深入、也更具个性化及定制化的品牌社群体

验。本次合作旨在创造局势，使双方能够充分

掌握此一先驱。”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表示：

“腾讯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并

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此次合作中，我们将共

同为受众群体打造卓绝体验，并将 Gucci 的
时尚理念及其当代美学传递给中国消费者。”

《GUCCI 灵感地图》短片系列是本次战

略合作的首个成果，也是腾讯首次与精品品

牌合作打造的原创内容项目。该短片系列共

有四部曲，邀请深具影响力的当代中国艺文

创意工作者，与古驰曾合作过来自全球多元

创意领域的才能人士担纲出演。该系列深入

探索了古驰一直倡导的品牌多元化、自我表

达、包容性与社群连结等核心价值。 渊文商冤

重庆电力压缩小微
企业办电环节

近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获得电力”水平的具体举措，实施低

压小微企业“三零”服务、10 千伏非居民用户

“三省”服务，打造全国一流的用电营商环境，

助力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将实施小微企业接

电“三零”服务，即“零上门”“零审批”“零投

资”，全程办电环节由 5 个压减为两个，表前

接电相关审批手续由电网企业办理，并对用

电容量在 160 千伏安及以下的小微企业，采

取低压免费接入，用户接电“零投资”。同时，

推行 10 千伏非居民用户办电，实施“三省”服

务，即“省力”“省时”“省钱”，办电环节由 7 个

压减为 4 个，电网企业办理时限由 53 天压减

至 20 天内。涉及交叉跨越许可等外部工程行

政审批的项目，实行“同步受理、并联审批、限

时办结”，将审批时间由大于 60 天压减至 10
天以内。同时，对原来由用户出资建设的市级

及以上园区的 10 千伏工业企业项目、电能替

代项目，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供配电设施至

用地红线。 渊宗典冤

沈阳局集团公司 2019 年首趟定制化
“雪国列车”启程

潍百集团 2019 年供应商大会召开

民建齐鲁制药支部
召开工作会议

●成都市长鑫兴商贸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将
军碑路 638 号成都大湾轮胎市
场 A 区 4 幢 6 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成都市长鑫兴商贸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9 年12 月 4日

注销公告
成都市赫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62LDEK2X）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陨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7EM8P6L）经股东决定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
●四川壹次方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
CNG7618）营业执照副本、航天
金穗税控盘均遗失作废。
●成都量云智惠社区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B
B07B25）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成都锐荣科技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44RRA0N） 股 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五仟万元减少至叁拾万元人民
币。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成都馨园房地产经
纪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510104000032743）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通知
成都市世纪荣膺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8000223477）决定
召开关于注销公司的临时股
东会，请全体股东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到公司会议室参加
本次会议。
●成都千尊燕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55896110XF） 遗失
作废。
●成都市青羊区智仁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正副本，劳社民 22550B0250012
号，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精优益机械技术服务有限
公 司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5MA6CFDCR37） 经 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罗天泽（513030199209176018）
遗失葛洲坝成都紫郡蘭园购房
收据,收据号码 0000193415,金额
426363 元整，声明作废。
●王钰灵身份证号 5139011995
06300027 遗失葛洲坝成都紫郡
蘭园 135 号车位 5 万元收据（收
据号 00466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陶然恒创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8MA61RYW962）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金牛区指藤金美甲服务部，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510106602314725）遗失作废。
●成都宇林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839448413 1G） 税控盘

（税控盘号：539903392462）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四川中鑫云游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7EDF44
X）股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壹佰万元减少至壹拾万
元人民币。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壹园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7000860092）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
司申报债权债务。

●耿灿身份证号 5329011991112
10011 购葛洲坝成都紫郡蘭园
25-1-1604 号楼购房收据（收据
号码 0000193477，金额 216468
元整）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君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574600259F）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丝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1RTLU4G 经股东
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四斤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5000472711）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
此公告。
●成都恒宇特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4MA6CTDMP7B） 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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