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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广告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债权转让挂牌有效期满，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意向受
让方的，将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产生两个（含）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
让方的，将采取网络竞价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13509608533 林先生；18603054198 刘先生
项目编号：1001171200006
项目名称：雷文菊债权
转让底价：人民币170.00万元
保证金：挂牌截止日17:00前（到账为准），交纳保证金人民币17

万元
项目简介：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委托我所公开挂牌

转让其持有的雷文菊债权，标的所在地在重庆市。截至2017年9月8
日，标的总额为人民币2321009.82元；其中，债权本金：1699895.12元；
利息：566092.7元，代垫费用：55022元。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相关信息披
露网www.qex.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53层。

重庆商报讯 12 月 7 日
下午，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
将举行主城区公租房摇号配
租。此次摇号配租的申请人
均为 11 月 30 日前提交申请
并符合保障条件的申请人，

共4.5万户，15个公租房小区的
房 源 参 加 摇 号 ，配 租 10613
套。摇号配租结果申请人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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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年特殊教育生涯，她把残疾
儿童的教育事业，当成自己的家
事，想尽一切办法，让聋哑儿童学
发音说话，她把法制教育融入课
堂，提高残疾儿童自我保护意识，
她就是大足区特殊教育学校副校
长赵弋竺。

1996 年大学毕业后的赵弋竺
主动申请到刚成立的大足区特殊
教育学校，学校第一届共有 26 个
学生，全部都是听力障碍儿童，而
学校仅有一名手语老师，为了让孩
子们得到更好的康复训练，学校从
北京购置了一套语训设备，让她主

要负责学生的语言训练。
“对于听力障碍的学生而言，

想要学好语言首先要懂得发音，这
样需要不停地带读，演示口型、展
示发音部位，纠正学生的发音。”
赵弋竺回忆，为帮助学生学会发
音、发准音，她总是把自己的嘴唇
贴近孩子的手背，让孩子感受送气
音和不送气音，以及发音气流的大
小。有时候，还把孩子脏兮兮的小
手放在自己的脸上、鼻旁、脖子上，
感受声音的振动，找准发音部位，
在学习舌根音时，她甚至让孩子的
手伸进自己嘴里，触摸发音时舌头
的位置。

2012年，经推荐赵弋竺任职大
足区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她主动
在学校创办了“家长手语培训班”，
让她的手语特长传播到家长中去，
从学校到家庭，给残疾孩子更好的
教育环境。

重庆商报讯 昨日，大渡口区
新华村组织工作人员和区消防支
队官兵一起，精心为村民群众送上
了防火“安全套餐”，为大家敲响了
冬日防火安全的警钟。

随着冬日气温的逐步降低，用
火用电大量增多，火灾风险系数也
在逐步攀升。

针对这一问题，宣传人员首先
从冬季安全用电切入，为大家讲解
冬季安全用电常识。随后，宣传人
员又从用电起火的科学处理为大
家详解家用电器起火的应急处
置。紧接着，宣传人员又从火灾逃
生的角度为大家传授安全逃生“秘
笈”，引导村民群众万一发生火灾

时，不要惊慌，火势无法控制时迅
速逃离并及时拨打119。最后，大
家一同观看了火灾案例宣传片，让
大家在典型火灾安全事故中切身
感受火灾事故的可怕，从而吸取教
训，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

手把手教听障儿童说话 她把特教事业当家事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舒

新华村搞安全宣传确保村民冬日无忧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新华村安全宣传活动现场
通讯员 易敦科 摄

重庆商报讯 12 月 6 日，南岸
区公安分局介绍，南岸警方正在辖
区开展交通堵乱点整治，广福大道、
铜元局正街已建设“电子警察”设
施，将对闯红灯、不按导向车道行
驶、违反禁令标志标线行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予以抓拍。

重庆商报讯 昨日，市人社
局介绍，重庆江津区、涪陵区、忠
县事业单位以及三峡学院公开招
聘专业技能人才 324 名，多数岗
位为卫生事业单位和教师岗位，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忠县招聘卫生计生事业单位
人才92人，其中忠县人民医院招
51人，忠县中医院招 31人，忠县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招10人。

江津区事业单位此次招聘卫
生系统人才65人；教育事业单位
招聘人才21人；江津区白沙镇社
保所、农业服务中心招聘专业人
才8人。

重庆三峡学院面向社会招聘
教师72人。

涪陵区 7个事业单位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9名工作人员。

重庆商报讯 昨日，重庆市客
运索道有限公司介绍，重庆长江索
道因设备年度例行检查、维护保养，
于12月 11日（星期一）到15日（星
期五）期间停运，12 月 16 日（星期
六）上午7：30恢复正常运行。望广
大游客朋友们提前做好停运期间的
出行安排，重庆长江索道每日运行
时间：7：30~22：30。

重庆商报讯 新一轮城市癌
症早诊早治又启动啦！昨日，重庆
市肿瘤医院、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
室发布消息称，即日起渝北、北碚、
南岸、九龙坡的常驻居民均可报名
参加，其中筛选出的高危人群将获
得免费癌症筛查的机会。

艺考周末开考
看清考试须知

美术类试卷上勿使用定画液

美术类现场确认时间为2017
年 12 月 8日 8：30~17：00。考生
根据网上报名确认的考点持第二
代身份证完善专业考试有关手
续，签订《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
并领取《专业考试准考证》，过时
不再办理，凡未到网上选择考点
的考生不得参加专业考试。

考试时间为 2017 年 12月 10
日。考生凭专业考试准考证和身份
证参加专业考试。考试开始15分
钟后，考生不能再进入考场考试。

考生考试所用的画板或画
夹、颜料、画笔等工具一律自带。
画板或画夹不能大于4开，在画板
或画夹上不能有任何图案，考生
所带画架不得高于80公分；试卷
上不得使用定画液。其他事项见
考点“考生规则”。

音乐类分区县分时段确认

音乐类考试时间为2017年12
月17日至22日，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7年12月15~16日8：30~17：00。
实行分区县分时段确认。

12月 15日为渝中区、大渡口
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
南岸区、北碚区、万盛经开区、长
寿区、巴南区、綦江区、渝北区、江
津区、合川区、潼南区、铜梁区、永
川区、大足区、荣昌区、璧山区。

12月16日为涪陵区、垫江区、
南川区、丰都县、武隆区、梁平区、城
口县、开州区、忠县、云阳县、奉节县、
巫山县、巫溪县、黔江区、石柱县、彭
水县、酉阳县、秀山县、万州区。

舞蹈影视类提前一小时候考

编导类的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 8：30~17：00，
考试时间为12月9日。考生网上
选择考点及专业后持第二代身份
证到重庆邮电大学风雨操场篮球
馆签订《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领
取《专业考试》《准考证》并完成现

场确认和缴费工作。
舞蹈类的网上确认时间

为 2017 年 12月 7日 9：00起
至 12月 9日 17：00。所有参
加重庆市舞蹈类专业统一考试的
考生须在此期间登录重庆大学本
科招生网http：//zhaosheng.cqu.
edu.cn，点击“网上报名系统”进
入“重庆市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
舞蹈类专业考点”，进行网上注
册、报考专业确认、考试时段选择
等，并完成网上缴费。

专业考试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17 日。考生凭
《专业考试准考证》和身份证参加
考试，同时上交本人签名后的《专
业考试诚信承诺书》，证件不齐
者，不能参加考试。考生务必按
照考号对应的考试初始时间提前
1小时候考，不得擅自提前或延后
参加考试，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影视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
术）网上确认从2017年 12月 7日
9：00 起至 12 月 9 日 17：00 止。
所有参加重庆市表演、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统一考试的考生须在
此期间登录重庆大学本科招生
网，“重庆市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
影视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考点，进行注册、缴费等。

专业考试时间为：2017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7 日，考生需在
网上自行打印《专业考试准考证》
和《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按照
专业考试准考号对应的考试初始
时间提前1小时进行候考。

影视类考生可同时兼报两个
专业并分别参加兼报专业的考
试。专业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允
许画浓妆（不许戴美瞳、双眼皮
贴、假睫毛、种睫毛等）。

考生的成绩通知书由各区县
（自治县）招生考试机构发放给考生
本人，专业成绩合格者方可填报同类
专业的各招生院校及其专业志愿。
考生也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
户网站（http：//www.cqksy.cn）或
重庆招考信息网（http：//www.
cqzk.com.cn）查询本人成绩。

周末，重庆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将
正式拉开帷幕，凡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统
一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统考。昨天，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试
须知提醒，考生们请按时进行现场确认，音乐、美术等类别
凡未到网上选择考点的考生不得参加专业考试。

主城区公租房今摇号
配租公租房10613套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广福大道铜元局正街
新增“电子警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11日起长江索道年检停运
12月16日恢复运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舒

多个区县事业单位
公招324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北碚等四地居民注意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高考 住房

出行招聘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