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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爱好者又添一个好去处！
大学城将建游泳跳水训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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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拍卖，又来了！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新一波重庆国有企业公车制度改革取消车
辆拍卖会将于10月13日上午9点30分在奥体
中心举行。本场拍卖车辆一共 81辆，其中有
29辆起拍价在万元以内，最低仅2千元。

据拍卖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拍卖的公
车车型十分丰富。以前的几次拍卖多以中高
档车型打主力，例如奥迪、迈腾、别克、雅阁、福
特等。此次公车拍卖，依然有“高大上”车坐
镇。记者看到，在拍卖清单里也出现了很多经
济实用型的车型，例如桑塔纳、思威、起亚、现
代、天籁、长安、捷达、雪佛兰等，能够满足竞拍

者的多种需求。
首登日期 2010年，三辆起拍价分别为5.5

万元、6万元、6.5万元的奥迪；也有首登日期分
别为2007年、2011年的两辆桑塔纳轿车，起拍
价分别为2千元和一万元。另外还有首登日期
2005 年帕萨特 1.8T 起价才 2000 元，很是抢
镜！

根据以往的拍卖会经验，丰田系的车辆总
是特别受到追捧。据悉，在本次拍卖中，51号
标的丰田兰德酷路泽 4.0L 自动 8 座，2009 年
12月登记，起价15万，很可能成为本次拍卖的

“标王”。21号标的普拉多4.0L自动四驱，27
号标的普拉多2.7L自动四驱起价分别为6万和
5万元，65号标的迈腾 1.8T自动天窗 2013 年

登记的，起价8万也位列其中也是关注较高的
车型，也是本次拍卖亮点之一。

对于大家关心的价格问题，记者也进行了
打探。本场拍卖参拍车辆总体价格比历次价
格都低！本次拍卖总共81辆，起拍价低于一万
元的车有29辆，在拍卖车辆中占比非常高。其
中2000元价位起价的有4辆，3000元价位起
价的有3辆，4000元价位起价的有2辆，5000
元价位起价的有 7 辆。6000-10000 元有 13
辆，主要是雅阁、天籁、捷达、桑塔纳、尼桑、颐
达、帕萨特、别克、长安、现代等。用两三千块
钱买个手机的价格，有机会拍到一辆车，你不
心动吗？

“公车拍卖的整备、交易过程透明，性价比

高而深受参拍者喜爱！”拍卖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所有公车参拍前都已经过整备、年检等
过程，均已达到过户要求。

本场拍卖展示地点还是在老地方——重
庆市九龙坡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体公园
对面停车场。81辆公车已经整备完毕，从10
月 10 日-10 月 12 日开始三天预展。为了更
好地做好拍卖相关服务，本场拍卖由已经主
持了多场公车拍卖的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
司负责，配套评估、整备公司对参拍车辆已
做了细致的整备工作。展示期间也有专业
人员提供对拍卖规则的专业解读，竞拍者还
可以在专人协助下，对目标车辆进行现场查
看，了解车况。

又是一年国庆黄金周，国人最喜欢去哪里
旅游打卡？谁是今年国庆假期的旅游黑马城
市？10月8日，抖音发布国庆假期大数据，对
以上问题进行了解读。

大数据显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用户走
出家门看世界，足迹最远到达世界尽头乌斯怀
亚。人们在国内三百多个城市打卡，打卡视频
获赞超过11亿次。

哪里人打卡重庆多？川黔鄂

国庆假期，北京是抖音上最受欢迎的城
市。数据显示，抖音上打卡北京的视频总播放
量超过17亿，获赞超过6395万，打卡视频播放
量和点赞数均居全国首位。成都和广州分别以
获赞5268万和3680万位列第二和第三。

大数据显示，上海、重庆、深圳、北京、成
都、广州、苏州、西安、杭州、郑州是国庆假期热
门打卡城市 Top10。对 Top3 热门打卡城市
的客源统计发现，人们最喜欢就近旅游打卡。
来自江苏、浙江和安徽的用户最喜欢去上海打
卡；去重庆打卡的主要为四川、贵州、湖北的游

客；福建、湖南和江西的用户则为去深圳打卡
的主力军。

值得注意的是，国庆假期有五个旅游黑马
城市，它们的打卡数增幅几乎都在平时的95%
以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增幅189%
位列旅游黑马城市第一位。其次是辽宁丹东、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河北秦皇岛和安徽黄
山。

抖音公布的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打卡天
安门广场的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亿。此外，国
庆假期，上海外滩、安徽黄山、郑州建业·华谊兄
弟电影小镇、深圳深圳湾公园、成都天府广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广州广州塔、西安大唐不
夜城、湘西凤凰古城也引来众多游客打卡，入选
大家最爱去的旅游景点Top10。

境外打卡哪国最多？泰国

除了在国内各个城市打卡外，国庆假期，
人们也越来越热衷于走出国门。大数据显示，
抖音用户境外打卡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其次是
日本和柬埔寨。在抖音，世界最北端的城市朗
伊尔城和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都留下
了人们的足迹。

10月 9日，滴滴出行发布 2019 年国庆
假期出行数据总结，十一假期效应明显，带
动出行需求猛增。9月 30日订单量超越往
年历史峰值，国内机场和火车站的呼单同比
去年大幅上涨。省会城市中哈尔滨增幅最
大，超过50%；一线城市中，上海同比增幅显
著，超过40%。

重庆人异地出行爱去哪里？四川

假期出行，不少用户在假期前半天就动
身出发。9月30号中午12点至18点，国内
机场和火车站迎来订单完单的高峰。在10
月1号假期第一天，更多用户选择清早5点
左右就到达机场和火车站。

吃完午饭就开始回城赶路，是大部分
用户的选择，返城高峰出现在 10月 7号中
午 12 点至下午 18 点，当日 15 点达到峰
值。

根据在异地城市呼叫滴滴的情况，可以
看出假期全国外地用户呼单最多的前十名
城市依次为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重
庆、深圳、东莞、西安、武汉。

异地出行的用户普遍前往常驻地省内
或周边城市。例如“川渝一家亲”成都用
户最多前往直辖市重庆，重庆大部分用户
都去往四川省内；广州用户同样普遍去往
广东省内城市；杭州用户的去向多数在江
浙沪“包邮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和上海较为特
殊，用户去往各地一二线城市，流向较为
分散，北京用户最多去往天津，上海用户
最多去往苏州。

部分二三线城市呼单涨幅超100%

在全国用户最热衷的目的地——北京，
“热中之热”的地点是天安门。国庆假期都

处于国内出行热门景点前十名，更是在10
月2号至6号持续位居榜首。

扎堆在热门城市并非所有用户的选
择，今年国庆假期的呼单同比往年对比发
现 ，部 分 二 三 线 城 市 的 呼 单 涨 幅 超 过
100%。在国庆假期城市呼单量及增长排
名的前二十名城市中，非省会城市东莞、
佛山、泉州等入围。

周日公车拍卖奥体中心开槌 2000元抢帕萨特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假期异地出行打滴滴
重庆进全国前十城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国庆
数据

国庆假期
热门打卡城市Top10
上海、重庆、深圳、北京、成都
广州、苏州、西安、杭州、郑州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假期全国外地用户呼
单最多的城市Top10
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
重庆、深圳、东莞、西安、武汉

沙区大学城，将再添一处打卡地！记者
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该委对关于重庆市游
泳跳水训练馆建设项目投资概算报告予以
批复，确定项目位于沙坪坝区大学城北一路
36号，总投资7112万元。

据了解，主城居民目前最熟悉的大型专
业游泳训练场馆是位于袁家岗的奥体中心，

以及两路口体育馆的游泳跳水训练馆，显然
不能完全满足专业游泳爱好者的需要，重庆
需要更多专业游泳跳水训练场馆。

重庆市游泳跳水训练馆项目总建筑面积
7071平方米，其中游泳区2291平方米，跳水
区1408平方米，陆上训练房949平方米，功能
用房 943 平方米，地下设备用房 1480 平方
米。并配套相关水处理、造浪设备、看台、LED
显示屏，完善给排水、电气、暖通的公用工程。

根据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
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9月27日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书》，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及义务依法转
让给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三峡融资

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请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
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以及重庆渝

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特此公告。
附：公告清单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

担保人名称

王小东、陈夏、重庆丰林物流有限公司

王小东、陈夏、重庆丰林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德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道隆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德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四川江华泵业有限公司、李朝东、李朝安

重庆立诚建筑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重庆金架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陈吉川、陈登柏、张丽

重庆立诚建筑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重庆金架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陈吉川、陈登柏、张丽

重庆市渝北区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重庆立诚建筑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重庆金架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陈吉川、陈登柏、张丽

重庆金架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重庆盈丰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陈登柏、陈吉川、张丽

代偿本金

107.89

276.12

1475.71

514.99

1018.57

800.00

505.40

债务人

重庆丰林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德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盈丰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立诚建筑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原债权人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7月30日的代偿本金余额（截
至该日期的代偿利息等一并转让），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重庆渝康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代偿利息、资金占用费等费用按委托保证合
同、反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5856524
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金融城3号楼T1幢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对重庆丰林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截止基准
日，债权本金合计为6353.59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重庆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http://www.amc023.com。
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重庆渝康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5856524 电子邮件：506934476@qq.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城3号T1栋24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3）65856554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ukang_@qq.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资产处置公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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