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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维度债券发行体系 农发行引导资金反哺“三农”

3月 1日，从农发行2018年金融债券承销
团组建大会上传出消息，2017年，农发行发挥
农业政策性银行作用，坚守服务“三农”职责。
全行资产规模持续稳定增长，资产质量良好，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截至去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6.22万亿
元，同比增加 6038 亿元；贷款余额 4.68 万亿
元，同比增加 5684 亿元。全年实现各项收入
2502亿元，增长18.2%；实现净利润171亿元，
增长 5.6%；年末不良贷款率0.81%，拨备覆盖
率394%。

全年精准扶贫贷款5120亿元

农发行副行长殷久勇介绍，去年以来，该
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支持粮棉油收储。全年
累放粮棉油收购贷款 3062 亿元，支持粮食收
购2927亿斤、棉花295万吨，发挥了收储信贷
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切实维护了国家粮食安
全和农民利益。

以服务脱贫攻坚统揽全局，全年累放精准
扶贫贷款5120亿元。全年累放易地扶贫搬迁
贷款758亿元，惠及搬迁人口768万人；支持农
业现代化，累放农业现代化贷款 988亿元，创
新模式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 2197 万亩，国家
储备林基地等国土绿化472万亩。助推城乡协
调发展；全年累放农村交通贷款1050亿元，城
乡一体化贷款业务 1600亿元；持续加大扶贫
及“三农”领域的信贷优惠力度，新发放贷款平

均利率4.74%，低于全国金融机构平均利率水
平99个基点。

引导境内外资金反哺“三农”

在资金筹资方面，通过完善以市场化发债
为主体、央行再贷款为依托、各项存款和资金
交易等为补充的多元化筹措机制，归集和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三农”，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据了解，该行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采用小
额滚动增发、多期限齐发的方式，持续供应高
等级优质债券。该行去年新发行各类债券209
期，筹集资金1.04万亿元。截至2017年末，境
内存量债券余额3.81万亿元。

“目前已初步建立一套以普通金融债为基
础，包括重点建设基金专项债、扶贫专项债、特
色扶贫债、绿色债券等为延伸的多维度债券发

行体系，取得了市场品种丰富和社会效应增加
双赢的良好效果。”殷久勇介绍，2017年，农发
行首发全球首单“债券通”金融债券、在上海清
算所首发“债券通”绿债、存量农发债首次进入
柜台市场交易、创新发行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
债券、首次利用央行异地发行室发行政策性金
融债，不断完善市场化发债筹资机制，持续推
动中国债券市场创新发展，同时拓宽农发行境
外筹资渠道，引导境外资金支持境内“三农”领
域，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

殷久勇表示，2018年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总要求，以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服务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宏观调
控和“三农”发展，着力防控重点风险，充分发
挥债券融资职能，确保各项业务健康有序开
展。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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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克拉广场”部分用房2.7亿起拍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周瑾

开发商无力还债，重庆南坪核心商圈一商
业体将部分拍卖。

3月 5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将拍
卖重庆南坪核心商圈“天福克拉广场”部分商
业用房，总建筑面积2.8179万平方米，总评估
价为 2.843104 亿元，总起拍价 2.7009488 亿
元，具体将拆分为16个标的进行拍卖。

天福克拉广场位于南坪核心商圈

据了解，天福克拉广场为重庆市南岸区
南坪西路28号。资料显示，天福克拉广场土
地级别为重庆市主城区商业 2 级，用途为商
务金融用地建成于 2014 年，钢筋混凝土结
构，共 45 层，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是
一个集商铺、写字楼、公寓于一体的综合合
体项目。

天福克拉广场地处黄金地段，处于南坪一
号、二号步行街交汇的中心，东邻百盛购物中
心、轻轨3、10号线的换乘中心，西接上海城东

方商厦、希尔顿五星级酒店、红星美凯龙，北邻
南坪国际会展中心，南接10多家商业银行、证
券等金融机构。

此次拍卖的为负1层、1层、4层、6层、10
层部分商业用房以及部分地下车库，总建面
2.8179万平方米，大多数带有租约，总评估价
为 2.843104 亿元，总起拍价 2.7009488 亿元，
每平方米建面起拍均价折合约为9600元。

临街门面每平方米6万多元起拍

按照公告，天福克拉广场此次拍卖具体将
拆分为16个标的实施，金额和面积最小的标
的为第一层一间商铺，面积仅28.06平方米，起
价87.172万元，金额最大的标的为第四层商业
用 房 ，面 积 达 到 4322.53 平 方 米 ，起 拍 价
4886.6195万元。

单价最高的是第一层临街门面，其中一间
临 街 门 面 ，面 积 仅 31.01 平 方 米 ，起 拍 价
194.4365万元，每平方米折合6.2701万元。

此次拍卖系天福克拉广场开发商重庆天
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无力偿债，被债权人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债权。

天福地产集团官方网站显示，天福地产集团
创始于1998年，天福地产集团已成为拥有重庆天
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德顺汽车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重庆鸿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烟台顺虹汽车同步器有限公司、重庆辉佳
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凯
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是房地产开
发、机械制造、风险投资等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
团。天福地产集团曾先后开发了天福苑综合大
楼、天星小区、天一华府、顶福天际、依云雅筑、天
福克拉广场、江津几江大院等一系列楼盘，天福
地产集团累计开发规模已近600万平方米。

不过，该网站新闻资讯最后一次更新为
“2014-11-12”。记者调查获悉，重庆天福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注册地在重庆
市渝中区华福巷 30 号，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任德文，大股东也为任德文。该公司
陷入债务纠纷，涉及上百起诉讼，公司也被法院
列为失信的被执行人。

天福地产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南坪天福克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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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遇到霸王合同，买车遭遇消费陷阱，
网购货不对版、售后投拆无门……在一年一
度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重报
都市传媒旗下全媒体大行动将为你开辟维权
通道。如果你在消费中遇到欺诈、不满、不公
或者发现商家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可以通
过都市传媒旗下媒体平台告诉我们，我们将
联合质监部门、各行业协会以及专业律师团
队，共同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全媒体助力消费者维权

即日起至3月15日，重报都市传媒旗下
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三大都市报，
上游新闻、上游财经、慢新闻三大新闻客户
端，以及三报官方微博将同步推出“3·15我
们在行动”，征集消费维权类新闻线索，助力
消费者维权。

届时，我们将在上游新闻、上游财经及慢
新闻客户端开通3·15专题；重庆晨报、重庆晚
报、重庆商报三报官方微博也将开设#315我
们在行动#话题，消费者可通过投诉通道在地
产、汽车、消费等各个板块留言或是上传视频，
我们将对您提供的线索进行深入调查，披露事
实真相，帮助你一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们期待你来留言

2018年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主题是“品
质消费，美好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
者的需求不再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
是更加注重商品的质量与服务，注重愉悦的
消费体验。

如果你在消费中购买到了假冒伪劣产
品、或是遭遇不良商家的陷阱，请告诉我们；
如果你深知行业潜规则、亲历过消费黑幕，请
告诉我们；房产、汽车、网购、手机、数码、通信
等那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有哪些
让你难忘的消费体验，请告诉我们。

除了吐槽投诉，如果你有在遇到消费陷阱
后成功维权的案例，也希望你能与我们一起分
享，净化消费市场环境，我们一起来努力。

重报都市传媒“3·15我们在行动”热线：
966966

3·15我们在行动
重报都市传媒全媒体为你维权

重报都市传媒记者 牟晓菁

“好口碑走遍天下，坏名声寸步难行。”
在 2018 年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

之际，重庆晨报连续六年举办的“3·15
重庆地产口碑”（红黑榜）评选系列活动
于日前正式启动，重报都市传媒旗下的
全媒体举报通道正式开启，将面向广大
消费者全面搜集房地产相关的投诉。消
费者可以借助重报都市传媒旗下的各大
平台端口，表彰诚信开发企业及楼盘，并
举报投诉劣质不诚信开发商及楼盘。而
在相关征集公示之后，2018重庆地产口
碑榜——“10大值得信赖的地产品牌”、

“重庆值得购买的20大楼盘”也即将出
炉，相关评选结果将在重报都市传媒旗
下多个平台上宣传公布。

接受消费投诉
一起曝光“黑楼盘”

据了解，即日起至3月15日，重报都市
传媒将全面接受房地产消费投诉，购房者所
遇到的房屋质量、违反合同、物业服务等各
种购房消费中的问题、纠纷都可进行投诉。

举报通道包括举报电话966966、上
游新闻专题留言窗口、重庆房市等微信
公众号后台、重庆晨报微博等。

我们将每日汇总广大读者的投诉，
并及时通知被投诉企业和楼盘及时解
决，对投诉事件及时回复、解释。

重报都市传媒还将以2017年3月15
日以来重庆晨报各平台、市消委会、市网
商协会等组织消费投诉案例为依据，从中
选择最受市民关注或最具有话题性的线
索，通过专家解读、记者体验等方式进行宣
传报道，对相关案例进行剖析，避免购房者
重入购房陷阱。并将曝光消费者投诉较多

的“黑楼盘”，公布“3·15地产口碑黑榜”。

进行楼盘实地考察
发布口碑红（黑）榜

此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是评选出
“3·15地产口碑红榜”房企和楼盘。

首先将对入围企业设置较高的门
槛，参评对象必须是消费者零投诉或无
重大投诉的，或者是投诉后得到妥善处
理的开发商及楼盘。入围房企和楼盘将
在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晚报三大报
纸以及重庆房市、重庆商报渝州楼市、重
庆房生活三大地产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接受消费者监督投票。

此外还将组织行业专家及消费者对
相关楼盘实地踩盘，为楼盘打分，直击楼
盘现场及生产流程，进行实地评选。最
终，评审团成员将对入围企业和楼盘进行
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好房企、好楼盘。

20大平台联合宣传
影响力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3·15地产口碑
红（黑）榜”也是重报都市传媒20大平台
首次联合宣传，活动主办方包含了重庆
晨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上游新闻、上
游财经、慢新闻多个在重庆具有知名度、
影响力的媒体平台。

报道形式非常丰富，将推出“重庆地
产消费维权故事征集”、重庆地产界专家
谈诚信、聚焦地产维权典型案例等相关
报道内容，三大报纸也将以多个新闻版
面篇幅进行宣传。对于进入红榜公示的
相关房企和楼盘，无疑是一次具有影响
力与公信力的褒奖，而对于那些登上黑
榜的楼盘企业，也将是一次曝光与痛击。

今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即将到来。如果你
遭遇手机产品、通信消费、互联网服务等方面的消费难
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手机以及各种互联网
终端为人们生活带来各种便利，但手机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APP恶意捆绑截取流量、电子产品售后不规范等种
种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当然，这些问题都成为我们
追求“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路上的绊脚石。

作为重庆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我们将联手专业维权
机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发声，让各种消费陷阱无处遁
形。现在开始，把你在通信数码消费的消费遭遇告诉我
们，我们给你满意的解决办法。

热线：966966
E-mail：362213400@qq.com

手机数码通信消费遭遇问题？
请告诉我们！

重报都市传媒记者 杨昕华

“3·15地产口碑榜”（红黑榜）评选启动
“楼盘乱来”请举报，都市报传媒多平台为你维权

重报都市传媒记者 黄菁晶

1.重庆房市、重庆房生活、重庆商报渝州楼市三大公众号后台留言
2.966966 电话投诉
3.cbdc2007@126.com 邮箱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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