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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优势特色农产品
保险以奖代补新政出台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广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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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0年4月10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长寿支行

债务人

重庆长寿城中城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 本金(人民币/元)

130,062,949.66

7,470,000.00

95,023,755.57

255,137,191.73

浙商新业集团有限公司

郭向东

郭钧毅

重庆长寿城中城实业有限公司

浙商新业集团有限公司

郭向东

郭钧毅

重庆长寿城中城实业有限公司

姜涵

陈思燕

重庆市渝路混凝土有限公司

成都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凌空大道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沈涛

曾静

魏璐

刘天蓉

郭嘉银

张业美

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惠通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渝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华地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

重庆华地御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周平

曾小明

1

2 重庆市长寿区粤麒贸易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朝天门支行

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永川支行

重庆华地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长寿支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联系人：易况伟 联系电话：023-67719876
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8号美全22世纪写字楼A1座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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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0年4月10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债务人

重庆锡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人 本金(人民币/元)

407,249,711.16

269,704,243.67

277,268,267.52

11,492,140.10

21,706,454.92

重庆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橡树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刘达平

曾宪琴

王洪光

重庆锡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腾颂商贸有限公司

曾宪琳

王锡明

重庆华英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橡树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润邦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金阳华英达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大竹县百岛湖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韬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太兵

刘英

曾宪琳

黄仁群

刘达平

曾宪琴

重庆皓万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润邦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韬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达平

王洪光

黄太兵

曾宪琴

刘英

重庆冠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谢光强

伍兴蓉

九鼎重庆实业有限公司

王杰才

1

2 重庆华英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南岸支行

重庆皓万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公
司重庆綦江支行

重庆华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联系人：王梓懿 联系电话：023-67719824
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8号美全22世纪写字楼A1座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北碚支行

重庆搏进置业有限公司

今晚8点，渝商微课将为广大中小微企业
主及员工带来《成长企业私募股权融资》的理论
课程。课程主讲人由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EDP中心主任陈耿博士担任。课程
将从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地区、行业分析，中国企
业赴美上市现状，疫情后的经济需求、投资方
向，股权投资的运作，成长型企业的股权融资策
略等多个方面进行理论及实际运用解析。

本期课程采用“在线直播”形式，通过“渝
商微课”直播平台播出，直播授课时长为30分
钟。授课结束后，主讲人将通过微信互动群，
与广大学员进行30分钟的实时互动，参与互
动的学员可通过文字形式向讲师提问，主讲人
将及时为各位学员答疑解惑。

更多详情内容，敬请广大重庆市中小企业
主及员工在线关注参与。“渝商微课”近期还将

不断推出众多精彩课程，抗疫情保生产，让我
们与全体重庆中小企业一起同心聚力，共渡难
关，共谋企业发展之路！

上期课程回顾
随着疫情逐渐缓解、企业开始分批复工，针

对后疫情时代创业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经营阶段
性停滞的困难，渝商微课邀请到中国投资界大
咖人物，北京双创街控股联合创始人、凯兴资本
创始合伙人潘石坚，为广大中小企业主进行了
名为《逆境中的“危”与“机”》线上直播授课。

本次授课主要从“破局·以创业者思维转
型为起点带动企业创新升级；立本·从资本方
的角度来看创业者应有的商业思维逻辑；应
势·初创企业如何应对 2020 年经济环境的不
确定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交流。

课程中，潘石坚希望创业者们尽量走出舒
适区，直面发展困难，单点突破。创业者思维
方面，他讲到的“好的企业家也是个优秀的‘投
资人’（拥有投资的视角），好的企业不一定需
要融资，但是一定拥有资本视角。”对聆听的创
业者们启发颇大。

课程中还重点分享了“构建商业思维的两个
维度（知识与思考）、创业者的产品思维与商业思
维、黑天鹅与灰犀牛的区别与联系、杠铃策略、疫
情促进传统行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经济周期
分析”等重要知识点，引发在线学员的热烈反响。

渝商微课《成长企业私募股权融资》今晚8点直播开讲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牛科

一、课程预告：
课题：《成长企业私募股权融资》
主讲人：陈耿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EDP 中心主任
授课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今日）20:

00—20:30
互动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今日）20:

30—21:00

二、特别提示：
授课地址：渝

商 微 课 直 播 平 台
（请扫描右方二维
码进入直播间）

互动地址：请添加下方工作人员微信，邀
请您加入互动群。

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为支持企业抗击疫
情，助力企业复产复工、刺激经济平稳发展，2
月中旬，重庆高新区结合自身实际，紧急出台
了“助企暖企14条”一揽子政策措施，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如今过去一个多月，成效几
何？记者就应急补贴、融资支持、降费减税等
企业关注热点进行采访。

“云”申报加速审批流程

近日，新世纪康居西城店、永辉超市白市
驿店、欧汇超市等首批五家超市就疫情防控
应急保障申请的补贴即将落实，获得现金奖
励。

“3月16日，重庆高新区应对疫情支持企
业发展政策申报线上服务平台火速上线，相
较传统申报方式，企业申报实现‘一次提交、
一窗受理、一网办结’，办理时效大幅加快，企
业‘扫码’即可查询申报。”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推行无纸化后，企业网上实现优惠政策“一
站式”线上申报及审批，大大提高申报效率，
切实优化区内营商环境，提升服务便捷度，优
化政策落地流程，为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渡过

难关助力。
截至目前，重庆高新区共79家企业或个

人申报了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奖励、超市
门店奖励、物流企业奖励、制造类中小企业贴
息等政府补助，涉及金额430余万元。

融资“云审核”加快“输血”

如何让申请破产或者面临破产的企业恢
复生产，支持资金困难的企业加快生产进度，
对此，重庆高新区通过快速授信、降低利率、
创新产品等一揽子举措，为企业“输血”。

为保障企业能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重庆
高新区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高新金服联合多家
金融机构紧急开通“疫情防控金融绿色通道，
为企业提供年利率最低 3.15%，额度最高
3000万元的各类金融产品。融资业务线上受
理，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绿色通
道服务企业不限地域，为企业抗击
疫情提供坚实后盾。

重庆高新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透露，截至3月30日，高新金服“绿
色通道”已有12家金融机构发布针
对疫情防控的债权融资、保险产品
26个。上线各家金融机构已主动
对接103家企业 10.62 亿元的融资

需求，现已为18家企业成功授信3.90亿元，其
中辖区8家企业3.80亿元。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疫情形
势不断向好，通过一揽子具有针对性的稳金
融举措并积极落实“助企暖企14条”，不断形
成政策合力，引导资金流向，减轻企业负担，
降低疫情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成效显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90后为村民筑牢疫情“防火墙”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你好，我是村委会的小陈，来了解你们
家的情况……”大渡口区建胜镇四胜村，刚工
作不久的90后陈晨就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
每天打电话或上门询问提醒，并对外地回渝
人员测量体温。正是他和同事的辛苦付出，
辖区迄今无一例确诊病例。

前不久，四胜村一社村民周老伯因发烧、
咳嗽到医院治疗，被纳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村委会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立马放下手中盒
饭前往周老伯家，戴着一次性口罩的陈晨冲在
最前面，他拿着温度枪、消毒液等防控工具，走
进周老伯家详细询问情况，为其他人量体温，
对农房前前后后进行消毒。陈晨还敲开周边
住户的大门，分发口罩、安抚村民。所幸，后经
核查，周老伯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虽然我只是基层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但
我也是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要勇于承担
风险，为村民筑牢疫情‘防火墙’。”陈晨表示。

据重庆市财政局消息，今年，市财政将对
区县优势特色农产品险种实施以奖代补政
策，改原来的“直接补贴”为奖励性支持，进一
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满足农民
多元化的风险保障需求。

据了解，享受政策的农产品应符合全市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方向，属于鼓励
发展的区县优势特色农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柑橘（柠檬）、榨菜、生态渔业、草食牲畜（牛、
羊、家禽）、中药材、茶叶、调味品、蜜蜂等特色
产业；相关品种农业保险纳入区县财政补贴
范围，且区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不低于30%，
农户自缴保费比例不高于30%。

据悉，截至目前，重庆已开展政策性农业
保险险种超过 40个，覆盖了水稻、生猪、柑
橘、渔业、猕猴桃、家禽、肉牛、山羊、蛋鸡等多
个产业。2019 年，各级财政安排补贴资金
4.59亿元，实现保障总额430亿元。

4月8日，市公租房管理局发布公租房申
请公告，4月23日将举行主城区公租房摇号
配租，凡在4月 15日前提交申请，经审核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均可参加此次摇号配租。

公告明确，申请人可到申请点提交申请，
也可登录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或“渝快
办”网上申请。本次摇号配租共有20个公租
房小区的房源，其中，空港佳园E组团 3912
套房源首次组织分配，其他房源主要集中在
缙云新居、幸福华庭、樵坪人家等小区，建议
申请人结合自身需求和房源情况，合理选择
申请房源。

4月23日主城公租房将摇号配租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