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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帝国郭氏“荣华富贵”
还有多少商业故事未讲完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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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到綦江购年货
2000种特色产品任你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郭家富肝移植已筹38万元
他生意上到底还欠多少钱？
目前共涉及8起未履行执行案件，涉及总金额4090万元

新年大礼相送新年大礼相送，，惊喜不断惊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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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岁末迎春，爱
特装饰责任先行，让利回馈广大
山城市民。本周末，爱特装饰“迎
春保价团购会”盛大启幕，持续促
销燃情全城。

活动期间，产品化家装，铂金
版定制，爱特装饰整装每平方米仅
需 799 元，毛坯变精装真正零增
项；全屋18件套若曼家具、海尔家
电成本价特供仅需21888元；标准
化定制，放心选择9不限（地板、瓷
砖、橱柜、内门、开关、水电、涂料、找
平、风格）；建设银行现场提供装修
按揭贷款，零首付、零担保、零抵押，
轻松实现你的家居梦想。

活动现场更有到店礼、签约

礼等六重好礼送给你。
一、到店抽十全十美幸运红

包、送价值4980元德国品牌净水
器、自驾业主送洗车券。

二、定金交5000元抵10000，
交 10000 抵 17000，交 15000 抵
25000，最高可抵32000元。

三、签约 100%中奖：品牌智
能锁、美的滚筒洗衣机、品牌黄金
项链……

四、签约赠送3300元入住大
礼包（厨房锅碗架、卫浴五金挂
件、厨房灯、浴霸、水槽、阳台灯）。

五、签约免费升级为鳄鱼金
质全效系列乳胶漆、免费升级为
2018年样板间工程。

六、承诺全部材料货真价实；
跨年签单，年后施工，绝不涨价。

重庆商报讯 昔日足浴大王
郭家富落魄，在舆论普遍给予同情
的同时，又对其债务情况产生疑
问，他个人到底欠了多少钱而无法
偿还？昨日，记者梳理法院网站显
示的公开信息发现，郭家富目前共
涉及8起未履行执行案件，涉及总
金额4090万元。

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开信
息显示，作为自然人的郭家富，即
1969年出生，重庆江津身份证字头
（510225 字头），涉及 3 起执行案
件。执行法院分别来自市第五中
院，立案时间 2015 年 11 月 23 日，
执行标的1170万元；涪陵区法院，
立案时间 2017 年 8月 17 日，执行
标的 269 万元；江津区法院，立案
时间 2018 年 1 月 4 日，执行标的
200万元。3起案件执行标的总金
额为 1639 万元。另外，郭家富还
被列入全国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
中，涉及 5起未履行执行案件，约

2451万元。
目前，这 5 起案件均未履行。

最早立案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13
日，执行法院为重庆市江津区人
民法院，判令被告郭家富在十日
内返还原告苗登中、蒋思富借款
179 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诉讼费 1.0455 万元，由郭家富
负担。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2013
年1月16日立案的执行案件，要求
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68.80 万元，
并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 9360 元
由被告承担。

市五中院 2015 年 11 月 23 日
立案的执行案件，要求归还申请人
借款本金 1170 万元及利息，承担
担保费 6.5 万元，律师费 9.9 万元，
案件受理费9.969万元。

另一起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5年 1月29日立案的执行案
件，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1000
万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52717.62
元由被告承担。保证人家富公司
和郭家富对被告的上述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这样，8起执行案件，郭家富需
要偿还4090万元债务。

截至1月11日晚上7时25分，
郭家富“轻松筹”已有7948人进行
捐助，筹款金额超过38.38万元。

据了解，郭家富病情比较危
重，目前仍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妻子李梦

瑶在医院照顾，并为其筹集治疗费
用，这次受捐的全部款项将用于郭
家富的医疗救治。

郭家富的二位兄长郭家荣、郭
家华也已经发声，表示将伸出援手
救助，目前正在积极想办法。

重庆爱特装饰隶属于爱特集团
旗下支柱核心产业，集团在进行市
政、文化、农业调整后，接下来将着力

于爱特装饰企业的优质化健康发展，
为2018年新年过后的精准化定位、为
服务重庆家居打下良好基础。

银行业债委会助企转型
向142家企业贷款超万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重庆商报讯 1 月 11 日，记
者从重庆银监局获悉，截至2017
年 12月末，全市银行业已相继成
立 142 家企业的银行业债委会，
合计贷款金额超1万亿元，涉及制
造业、房地产、投资管理、物流等
多个行业。服务对象既有行业龙
头、大型企业集团，也有处在转型
过渡各阶段的企业，其中贷款金
额在20亿元以上的企业98家，3
亿元到20亿元的企业36家，3亿
元以下的企业8家。

银行业债权人委员会，指对
有三家（含）以上债权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建立的一
种金融服务工作机制。有利于降
低银企沟通成本，进一步提升实
体经济服务能力和防范化解企业
债务风险。

据了解，通过银行业债委会，
债委会的主席行代表债委会各成
员单位与企业进行“一对一”沟
通，使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
银行的信贷方案，合理安排资金
调度。银行、银企之间的信息沟
通和互信程度加强，有助于化解
信贷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
失灵等问题，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可防范过度放贷和随

意抽贷。各债权银行共同掌握企
业全面、真实、及时的信息和同业
风险管理措施，通过建立健全“联
合授信、联合稳贷、联合惩戒”三
项机制，避免了因银行之间无序
竞争、过度竞争导致企业资金占
有与经营需求不匹配，过度放贷
刺激企业盲目扩大投资和生产，
或者是因企业资金链暂时紧张，
一些银行为求自保“快进快出”，
随意抽贷、压贷，压垮企业等行
为。

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
债委会分类制定服务方案，并实
施一致行动，包括支持优质企业，
帮扶困难企业，稳妥退出“僵尸企
业”。此外，债委会在帮助企业引
进战略投资者、实施转型重组，协
调政府和司法部门等方面也发挥
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债委会机制是促
进实现政银企合作、达成政银企
共赢的有效平台。”重庆银监局表
示，下一步将指导重庆市银行业
协会在行业协商自律的基础上，
对贷款金额超过3亿元、债权银行
业金融机构超过3家的企业继续
推进组建成立债委会，并通过多
项举措帮助企业优化资产负债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助力实体经济
发展。

爱特装饰爱特装饰““迎春保价团购会迎春保价团购会””盛大启幕盛大启幕

重庆商报讯 1月 20日至28
日，“綦江区首届菜坝网年货美食
节”将在红星国际广场举行，届时将
有2000多种菜坝网年货商品、200
多种各地美食供市民选购品尝。

本次年货美食节活动由綦江
区商务局、区农委（扶贫办）、区工
商分局、区食药监分局联合主办，
以“购年货、品美食、商圈赶大集”
为主题，设置了菜坝网年货展销
区和美食活动区等消费区域。

武隆羊角豆干、奉节脐橙、永
川豆豉、合川桃片、江津米花糖、
涪陵榨菜……120 余种重庆名特
产都可在本届年货美食节现场购
买。除了重庆特产，现场还可购
买海外商品，600余种海外直销商
品等你挑选。既然是年货节，当
然还不能少了新疆大枣、天津麻
花、四川赖汤圆、山西陈醋、绍兴
料酒、郫县豆瓣、宁夏枸杞、小金
县特产、桐梓县特产等1070种国
内各省市特产。

綦江本土的名优特产当然也

少不了，老四川、饭遭殃、安稳羊
肉、千百度、东溪、赶水、鸡公嘴、
金立方、美年来、康然蓝莓酒等40
个品牌300余种产品同样值得拥
有哟。

除了线下买买买，市民还可
选择足不出户在线采购。节会期
间，下载菜坝网APP并注册为会
员的消费者可领取线上、线下各
50元购物优惠券；同时线上还有
专场团购，10000余件产品团购价
格从 0.68~200 元不等；节会期间
每天还有5场限量抢购，抢购商品
最低价格低至0.1元；线上购物满
额还有抽奖机会，最高可获得
5000元的无门槛抵用券。

节会现场除了国际商品区、
全国特产区、全市特产区和綦江
特产区外，还设立了一个特殊的
区域，就是綦江扶贫专区，这里售
卖的都是由綦江区内的贫困村、
贫困户提供的生鲜农产品。节会
期间，菜坝网将每天组织贫困村
贫困户养殖的活土猪、山羊、土
鸡、土鸭等土货农产品现场限量
竞买，实施电商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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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费已筹集38万元

郭家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