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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财富志

本报讯 （记者 杨野）昨日上午，重庆
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重点招商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举行，20个现代服务业项目落户两江
新区，签约总金额212亿元，涵盖金融、商贸
物流、总部经济、城市综合体、教育、生态环
保等多个领域。

据介绍，此次签约的多个项目投资金额
大、产业链条丰富，是在行业内有标杆、在市场
占有率靠前列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项目。

其中，新加坡麦达斯集团计划在两江新区
打造进口铝贸易中心，在稳定贸易量之后，叠
加金融要素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沉淀资金
流，打造大宗商品贸易中心。

世界500强企业新加坡托克集团将在两
路寸滩保税港区设立西南地区总部公司，开展
总部结算、总部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等业务。

美国三五环球集团携手中农国信集团，在
两江新区打造我国首个大型室内零售与主题

公园综合体，集购物、休闲、娱乐、文化、体育、
健康等为一体，设置有29种大型游乐设施以及
400多家购物、餐饮、休闲店铺，让消费者享受
沉浸式的购物和娱乐体验。

据了解，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总
体呈现“发展快速、结构优化、整体向好”特点，
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455.91亿元、占
GDP比重45.5%，增加到2016年的1062.3亿
元、占GDP比重47%，年均增速达到15.6%。

本报讯 （记者 刘波）想创业却找不到资
金支持？想创新却缺乏技术研发能力？昨日，
记者从九龙坡区两创（创新、创业）示范办公室
了解到，为了支持企业从零起步，九龙坡区从融
资、税收、政策等多个方面打出“组合拳”，极力
打造创业创新基地，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商
事制度，多举措联合铺好“创新创业路”。

在解决资金的困难方面，九龙坡区通过引
导银行推出“三峡微贷”“双创助力贷”“小贷
通”等上百种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加快推进小
微金融服务在产品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的创
新，切实满足小微企业贷款需求。

针对中小企业，九龙坡区通过中小企业集
合票据、集合债等方式直接融资的企业，按其
前期筹备费用50%的比例给予扶持，单个企业

累计不超过50万元。建立小微企业上市专项
储备库，扶持小微企业挂牌上市，对市级扶持
资金作1∶1配套奖励。

同时，九龙坡区还出台股权投资企业发展
办法。瞄准九龙坡区打造西部创新中心窗口
目标，出台《九龙坡区促进股权投资企业发展
实施办法》（九龙坡府办发〔2014〕129号），积极
引导社会资本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
兴服务业投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对注册在区内的股权投资类企业投资区
内工业、高新技术，以及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
行业的企业或其他重点产业项目的，单笔投资
在1000万元以上的，按投资金额的5%给予奖
励，每家股权投资企业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累计不超过1000万元。

针对部分小微企业创业初期缺乏足够运
行资金的难题，对符合补助资金申报条件的企
业，在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未下达前，九龙坡区
实行区级财政先行垫付制度。重点支持高校
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失业人员、军队复员人员
等重点人群创办的科技创新、电子商务、节能
环保、文化创意、特色效益农业等企业。

对孵化成功的微型企业，给予场地租金、
代理记账、水电气、设备购置等8个方面的后续
扶持，并对微型企业上缴的营业税、增值税、所
得税地方分成收入给予90%的补助。

今年一季度，九龙坡区享受小微企业增值
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户数达21388户次，减免
增值税3086.3万元；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减免
税额达8322216.74元。

本报讯 （记者 陈翔）扁担挑起
两筐60斤的柠檬果，千米跑道三人接
力赛是怎样的体验？昨日，由市农委、
市农民体育协会主办的重庆市农民柠
檬采收运动会，在潼南区柏梓镇万亩
柠檬基地举行。

接力赛上，来自开州区的农业大
户袁先生说：“这个有意思，对我们来
说难度不大，平时天天都练到的。”

此次运动会结合农业产业举
办，竞赛项目有“大显身手采摘忙”

“同心协力齐进仓”“丰收柠檬巧包
装”。全市以各区县（自治县）为单
位组成代表队参赛，青年农场主联
盟单独组队参赛，共35支代表队，每
队参赛运动员为4名（2男2女），年龄
为18—55周岁。

“总共有35支队伍，来自32个区
县，参赛选手是从各区县的农业单位、
农业合作社、当地农户中选拔出来。”
重庆农民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卿阳成
说，农民运动会的举行，引导广大农民
朋友充分利用农闲开展喜闻乐见、丰
富多彩的农村体育健身活动。

经过激烈竞争，渝北区、武隆区获
得丰收时节采摘忙团体一等奖，綦江
区、渝北区获得同心协力齐进仓团体
一等奖，潼南区、汇达队获得丰收柠檬
巧包装团体奖。

聚焦家族传承与财富管理
“2017中信财富论坛”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 黄莉莉）日前，以“齐
家·治业·传承”为主题、聚焦“家族传承与
财富管理”的“2017中信财富论坛”在北京
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信银行主办，中
信集团7家金融子公司中信证券、中信信
托、信诚人寿、中信建投证券、天安保险、华
夏基金、信诚基金协办。

“中信财富管理”品牌于2015年9月正
式创立，是中信集团旗下8家金融子公司
依托中信集团综合优势、协同联动打造的
综合化金融服务平台。“2017中信财富论
坛”作为“中信财富管理”年度最大活动，论
坛当日名家云集，为与会来宾奉上了一场
家族传承与财富管理的精彩思享会。

中信银行副行长郭党怀在论坛致辞中
表示，财富管理不仅是创造价值，更注重家
族财富和文化的传承。近年来，中信银行
私人银行在协助客户开展家族传承方面进
行了努力探索与发展，通过家族信托等方
式努力实现客户资产的隔离保护。“打造客
户极致体验”是商业银行在竞争中胜出的
关键，同样也是“中信财富管理”发展的目
标。今后，中信银行将继续汇集前沿智慧，
聚焦财富管理与传承，为广大客户奉上更
具满意度的方案与服务。

重庆市绿色信贷
余额179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吴黎帆）近日，记者
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了解到，我市
的绿色金融发展初现成效。截至6月末，
全市绿色信贷余额1798亿元，同比增长
16.05%。另外，环境信用记录也成为企业
授信的重要条件，截至9月末，人行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累计采集重庆企业环保
信息2万余条，其中环境违法信息600余
条，环评信息1.3万条。

绿色信贷余额1798亿元

人行重庆营管部金融研究处副处长张
赶表示，目前，丰都国投绿色债券发行资料
已经报送至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康达
环保绿色债券处于立项阶段。同时，我市
继续加强对绿色信贷工作的指导和推动，
截至6月末，全市绿色信贷余额1798亿元，
同比增长16.05%，较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
增速高约5个百分点。

2万条企业环保信息入库

张赶告诉记者，人行将按月将企业环
境违法、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竣工验收、清
洁生产审核等环保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将企业环境信用记录作为金
融机构对企业授信的重要参考条件。“截至
9月末，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累计采集重庆企业环保信息2万余条，
其中环境违法信息600余条，环评信息1.3
万条。不过，是否采用这些信息，由各家商
业银行自主判断。”

打造支付结算示范区

张赶表示，人行重庆营管部推动黔江
“银行卡助农服务农村电商结算示范区”、
合川“手机支付产业链应用示范区”建设，
引导涉农银行加快推广农村综合支付服务
平台，推进新兴电子支付与农村电商融合
发展，为绿色农业产供销全程提供“支付便
利、支农信贷、信息整合、电子商务”一站式
金融服务。截至8月末，全市农村地区已
布放综合支付服务平台759个，较7月末增
长36.75%。

创新外汇管理服务

人行重庆营管部还支持银行利用境内
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为境内企业
建设煤气化节能改造等项目提供优质的境
外融资资源，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0.35
个百分点。

目前，已实现辖内货物贸易项下包括
环保行业在内的A类企业，其贸易外汇收
入（不含退汇业务及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可
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直接结汇。

九龙坡区出台政策全面帮扶创新创业

在此次集中签约仪式上，记者了解到，中
投发展有限公司携手著名私立高中英国阿平
汉公学入驻两江新区。这是该校在英国以外
建立的第一个分校，它将帮助重庆、西部乃至
更多中国学生圆海外名校梦。

在仪式现场，英国阿平汉公学发展部主任
穆帕特介绍，阿平汉公学建立于1584年，迄今
有430多年历史，目前仍保留着400多年前的
古老建筑。该校是一所著名的男女混合寄宿

学校，97%的学生在校寄宿。
据穆帕特介绍，阿平汉公学成立几百年

来，向牛津、剑桥等名校输送了大批毕业生，培
养了众多人才。该校知名校友包括包玉刚、霍
英东、霍啟文、李国宝、李国章、潘迪生、南丁格
尔·安东尼等。

该校在重庆设立分校，能够让国内学生享
受英式顶级教育资源及课程设置，实现多方面
发展，既节省了直接出国留学的高昂费用，也

能为今后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奠定良好基础。
该校招生将进行统一考试，但成绩并非唯

一选项。穆帕特称，阿平汉公学更加注重学生
的全面发展，“我们更喜欢有专长、有思想的学
生。闷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我们
不会要。”

据悉，学校预计于2018年底开始招生，
2019年9月开学，最开始是招收高中生，未来
也会涉及初中阶段。 本报记者 杨野

挑60斤柠檬千米接力赛 运动会上他们是把好手

两江新区将打造
大型室内零售与主题公园综合体

20个现代服务业项目落户两江新区，涵盖金融、商贸物流、总部经济、生态环保等领域

重庆学子有望与霍英东成校友 英国阿平汉公学入驻两江新区

▲3人一组挑60斤柠檬接力赛跑1000米。

▶参赛队员采摘柠檬。本报记者 李斌 摄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如下表所列时间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信息简介

标的物名称

贵州省都匀市平桥南路4号广
惠国际三中运动场商场部分地
下负一层4号预售商服用房 更多项目请关注重庆联交所集团网站：www.cquae.com 2017年11月7日

二、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到账为准）前将

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竞买登记截止时间（法定工作时间）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重庆联交所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三、特别说明：
1、竞买人须以自己名义并以现金以外的转账方式缴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他人为竞买人代支付保证金的将视为

无效，所缴款项退回原账户。
2、竞买人通过互联网方式报名时，不得多人联合竞买，需办理多人联合竞买的竞买人请到重庆联交所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后法院规定时间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
4、标的现状、瑕疵及其他详细事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及重

庆有线数字电视重庆联交所司法拍卖栏目。
市高院监督电话：67673247 6767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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