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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秋季，新世纪百货世纪新
都经历了一大波品牌调整——引进新品牌
51个，淘汰品牌55个，64个品牌重新装修。

大力度的品牌调整，是世纪新都主动为
之，也让其尝到甜头——如引进的日本人气
品牌“Snidel”，入驻当月即实现销售58万
元，同比同柜位品牌增长110%；引进韩国化
妆品牌“苏秘”，同比同柜位品牌增长
282%……

市场在变，需求在变，而新世纪百货，以
及其所在的重庆老牌商贸企业——重庆商
社集团，也不断通过变革提供新的供给。

业态变革
传统业务推陈出新

百货，是重庆商社的传统业务，也是其
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近年来，受电商的冲
击，百货业面临巨大危机，如何应对？

变革！重庆商社给出了答案。
事实上，世纪新都的改变早已开始——

在2016年的秋季调整中，其品牌调整比例超
过40%，这在卖场调整中实属罕见。

“与购物中心相比，我们的空间小，可谓

寸土寸金，因此每一个品牌都必须精挑细
选。”世纪新都相关负责人介绍，卖场常常会
清退一些租金高但人流少的品牌，取而代之
的是一些租金较低的设计师品牌、时尚潮
牌、独家经营品牌等，以真正满足消费者需
求。

同样变革的，还有商社电器。
今年9月22日，商社电器解放碑商场在

迎来自己67周年庆的同时，实现了“旧店换
新颜”，其全新打造的智能生活店正式迎客。

与过去强调“卖”不同，重新开张的商社
电器紧紧围绕增强实体门店消费场景体验
不断创新，如引入了时下90后、00后人群痴
迷的黑科技产品，以满足新兴消费群体需求
等。

“我们依托于集团数量庞大的会员信
息，进行大数据分析，不断丰富品类数量，完
善品牌结构，推出适应顾客的新需求、新服
务和新体验，提供更多个性化、定制化的商
品及服务。”商社电器负责人介绍。

依托变革，重庆商社传统零售销售稳中
有升，截至今年10月，该集团利润实现了两
位数以上的增长。

业务变革
瞄准缺口精准布局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行为变化，消费

金融正成为提供有效供给的新路径。基于
此，重庆商社积极试水消费金融，于2015年
9月成立了马上消费金融公司，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提供多元化消费场景，不断挖掘消
费潜力。

短短两年时间，马上消费金融规模、效
益均呈现快速增长良好态势。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10月，马上消费注册用户2400万户，
实现盈利3.53亿元，有力支撑了零售业发
展，成为重庆商社集团新的盈利增长点。

与此同时，重庆商社还把目光盯向了海
外进口牛肉、天然橡胶等领域。

2015年，看到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
需求，商社进出口公司开始涉足牛肉进口业
务，并迅速与澳洲、南美等地90多家牛肉供
应商建立了采购关系。为了让消费者买到
价廉物美的进口牛肉，公司还进行了系列创
新，如首创活牛进口模式，进口成本降低了
5%－10%。

截至今年10月，商社进出口公司牛肉进
口额达3000多万美元，连续两年增长率超
过100%，成为“中国十大牛肉进口商”。

在天然橡胶领域，商社化工则看到国内
天然橡胶85%需从东南亚等地进口的缺口，
从2013年起开始与东南亚主要天然橡胶厂
达成合作。2016年，商社化工天然橡胶销售
额达117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28%，成为
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商。

不过，天然橡胶产量波动较大，如何稳
定货源？2016年起，商社化工启动了产业链
布局，即通过租赁方式，与国内外橡胶基地
合作，布局天然橡胶的种植和加工。2016
年，公司自产胶达4.5万吨，预计2017年产
量将达到 45万－50万吨，能够满足国内
10%左右的消费需求。

机制变革
积极创新激发活力

体制机制创新是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
活力源泉。近年来，重庆商社通过一系列体
制机制创新，充分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马上消费金融从成立之初即采取混合
所有制和管理团队跟投制，既有国有公司，
又有民营企业，既可以发挥国企股东的经营
规范性，又兼具民营企业的灵活性优势。”
重庆商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谦介绍，
公司采取了管理团队跟投模式，实现了核心
高管与股东与马上金融利益的一致性，最大
化股东及马上金融价值。

在何谦看来，投资一家消费金融公司，
是集团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是培育新的增长
点的有效路径。通过这种资本融合，引进多
元化投资主体，真正实现了国有产权的流动
和重组，放大了国有资本对其他资本的辐射
功能，也为推行市场化运作机制创造了有利
条件。

与此同时，从选人用人、绩效考核，到薪
酬分配、激励约束，重庆商社还推进全方位
的机制创新——如推行“带目标、带方案”竞
聘制、业绩末位淘汰交流制和职业经理人制
度，实施差异化考核分配、超额利润分享机
制，开展经营管理创新奖励和青年微创新、
超额销售提奖、降低人工成本、降租降费等
专项奖励等。当前，机制创新已成为推动重
庆商社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

重庆商社集团进行大力度品牌调整

老企业提供新供给
本报记者 杨艺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2月7日下午，重庆市公租房管理
局举行了主城区第21次公租房摇号配租，共4.5万户与15个公
租房小区的房源参加本次摇号，配租公租房10613套。

据悉，摇号配租结果可通过重庆市公租房信息网和12月8
日的《重庆商报》查询，也可拨打中国电信114查询。

配租结果公示15日后，对公示无异议的，市公租房管理局
将寄发配租入住通知书，计划12月底陆续安排签约入住（新推
出房源根据工程进度及时安排），获得配租的申请人按通知书
要求办理入住手续。

重庆举行主城区第21次
公租房摇号配租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记者12月7日从九龙坡区获
悉，该区石坪桥街道今年已完成34栋老旧住宅消防设施改造，
1000余户、3000多居民告别多年“缺水”困境，消除了消防安全
隐患。

石坪桥街道负责人介绍，这34栋老旧住宅楼龄均在30年
以上，属于“无大修基金、无物业管理、无消防给水”的老旧建
筑，消防设施损坏、消防管网无水，让不少居民忧心忡忡。“曾经
发生过一户居民家中失火，消防车来后，无法现场取水，耽误了
救火，以致火势蔓延到8家住户的惨剧。”

今年，石坪桥街道在这34栋老旧住宅启动消防设施改造，
修补消防给水管网，维修消防水池、水箱，增补消防水枪、水带，
目前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通过验收。

九龙坡区完成34栋老旧住宅消防设施改造

三千多居民告别
“缺水”困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张晴）近日，渝北区
双凤桥街道兴旺村1社，两名工人冒着细雨给五保户胡永斌的
新家安装电线。胡永斌在一旁打着下手，憧憬着不久后就能搬
进来。

“这是我以前住的房子，60多年了，从我出生就是这个样
子。土瓦房都是缝，冬天特别冷……”胡永斌指着新家旁边的
一座部分塌陷的土坯房说。

为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今年，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在兴旺
村启动农村危旧房改造计划，将62户贫困D级危旧房户纳入计
划，政府予以补贴。胡永斌成功申请到3.5万元建房款，村社干
部也跑腿帮忙，请来专业施工队伍。胡永斌每天当“监工”，看
着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新房平地而起，算算账：“全部修好刚好
3万，再花几千元买点家具家电，自己没掏钱就把房子盖起来
了。”

重庆日报记者见到，老胡家的改造工程已近尾声，年底前
他就能住进新房。

“经过危旧房改造，既保留原有风貌，留住乡愁乡韵，又圆
了村民的安居梦，让村民能睡个踏实觉。”双凤桥街道负责人介
绍，在危旧房改造过程中，街道将改造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结
合起来，按照“功能完善、设施配套、环境优美、风貌协调”标准
进行提升改造。目前已配套新建村级公路2公里、人行便道5
公里、蓄水池2个，铺设管网10余公里，自来水实现家家户户全
覆盖。

近期，62户农村贫困家庭将陆续住进既舒适又放心的新
房。

渝北区助62户
贫困危旧房户建新居

砥 砺 奋 进 新 国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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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及周边基础设施综合配套项目正式动工

建成后解放碑开车到长滨路只要两分钟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12月7日，广

受关注的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及周边基础
设施综合配套项目正式动工。该项目建设工期
为2年，采用地上、地下复合的交通模式，将新建
11条地上地下道路及两条人行系统，其中，地下
道路可把十八梯片区约5000多个车位连为一
体。

上下半城实现互联互通

在全市28个传统风貌片区中，十八梯划归为
传统巴渝风貌片区。该片区是明清时期渝中半
岛旧城区接上下半城的重要联络梯道，也是重庆
民居多元文化本地化特色最明显的片区。

根据传统巴渝风貌片区的总体规划功能定
位，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占地面积约88亩，总建筑
面积约8.1万平方米，将被打造成最能体验老山
城的街巷空间，延续“七街六巷”传统街巷的基本
格局，以展现传统巴渝文化、抗战陪都文化特色
的历史文化街区。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及周边基础设施综合配
套项目建设工期约两年，采用地上、地下复合交
通体系，将新建11条地上地下道路，地上道路总
长约1.6公里，地下道路总长约1.5公里，实现十
八梯传统风貌片区交通贯通上下半城、连通地下
车库等功能。其中，新建厚慈街、凤凰台街、响水
桥街等7条地上道路，新建解放碑环道出口连接
道、解放碑环道入口连接道、十八梯地下车库连
接环道以及长滨路连接道4条地下道路。

该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长滨路、“解放西路－
解放东路－陕西路”、“中兴路－新华路”等渝中
区三条重要横向道路互联互通，将串联朝天门片
区、湖广会馆历史文化街区、白象街传统风貌区
及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形成下半城重要的文化旅
游路线。

地上道路“一横三纵”，地下道路
“一环三连接”

“地上道路呈‘一横三纵’路网格局，主要与
中兴路及解放西路衔接。”该项目相关负责人李

安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一横为厚慈街-守备街，三
纵即凤凰台路及北延伸段、响水桥路及北延伸
段、花街子路及北延伸段。

其中，地上道路以慢行交通为主，并通过十
八梯传统主梯道与较场口相连。李安介绍：“地
上道路的铺装将配合整个十八梯的风貌，主要以
青石板为主，路幅宽度主要为17米和11米。”

而地下道路为“一环三连接”通道系统，连通
解放碑地下环道与长江滨江路。地下道路完工
后，将通过智能交通和诱导系统，不仅能把十八梯
传统风貌片区的5000多个地下停车位有机串联
起来，还可实现与解放碑环道周边地下车库之间
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解放碑及十八梯传统风貌
片区约20000个地下停车位的互联互通。

“我们在清真寺和较场口观景平台处预留了
一个接口，汽车可以从解放碑环道由该接口进入
连接道，在骨科医院附近也有个接口，从十八梯
可以通过解放碑环道入口连接道进入解放碑地
下环道。”李安表示，较场口和长滨路高差近40
米，目前只能从中兴路或凯旋路绕行到达下半
城。以后，通过这段不到1公里的地下道路，开车
从解放碑到长滨路将只需约2分钟。

两条人行系统将三个旅游点连成
一线

据悉，此次开工的十八梯片区道路等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还包括新建较场口日月光广场
至十八梯地下人行通道，十八梯经解放西路、长
滨路到达滨江公园的人行通廊两条人行系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地下人行系统将十八
梯传统风貌片区与轨道1号线、2号线相连，地上
人行系统将新建长滨路观景平台及连接观景平
台的天桥。

“两条人行系统和十八梯老街实现了无缝连
接。“李安介绍，两条人行系统建好后，十八梯将
与上半城的解放碑、较场口小吃街，以及下半城
正在打造的渝中半岛最美滨江公园串联起来。
三个旅游点连成一线后，游客可一路感受解放碑
的繁华、十八梯的老重庆味道以及长滨路的临江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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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梯风貌区夜景效果图。
（本栏图片均由渝中区提供）

十八梯片区地下道路示意图。

近日，在江北区鲤鱼池小学，老师在给同学们上食品安全
及营养膳食知识课。当日，江北区在全区中小学和托幼机构开
展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也能学到食品安全知识，进一
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提高校园食品安全水平。
据了解，活动包括办一次食品安全知识专栏、读一本食品安全
知识书、开展一次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完成一份食品安全
知识问卷等。

记者 李珩 熊明 摄影报道

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

近日，在照母山森林公园，家长和孩子一起奔跑。当日，勇
做时代弄潮儿·两江青年志愿者在行动暨123一起跑亲子马拉
松比赛开跑。活动由两江新区团工委、两江新区文明办等主
办。 记者 齐岚森 摄

家长孩子齐上阵
亲子马拉松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