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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

所列的3户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
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
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
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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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
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
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
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钱颖
联系电话：023-65855337
电子邮件：shiqs@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
唐民，023-65855309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3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2018年12月26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8年8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垫付费用 担保方式
其中

保证情况 抵押情况 所在地

重庆市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园区大道26号典雅温泉城1幢至9幢（企业现拟
破产）住宅及商业作为抵押担保保证、抵押1109127.0033141446.46198133812.00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 重庆龙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8484367.00 6561883.93 167802.00 保证、抵押 法人代表李洋、自然人邱龙进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

重庆渠沔商贸有限公司、重庆龙泉物业管理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及重庆淼佶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合
阳大道618号的10套联排别墅及1套商铺作为抵押担保

重庆市

3 重庆省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7796196.46 2324699.31 76351.00 保证、抵押 法人代表张林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重庆省心明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提供位于綦江区古南金福一路6号办公楼、厂房作为抵押担保

4 重庆玉田花木有限公司 6406713.42 1684182.88 5000.00 抵押 — 第三人（刘德云、姜建设）提供名下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牌坊路423的商业门面作为抵押担保

重庆龙田商贸有限公司5 4000000.00 1400954.62 保证、抵押40606.00
重庆聚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庹友芬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及第三人（庹友芬、冉茂英、杜淑英、樊洪立）提供名下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兴竹路21号21幢2-7、渝中区人民路22号
9-4#、渝北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18号国宾城6幢7-6号、江北区洋河一路68号2幢3-11的共四套房产作为抵押担保

6 重庆市鑫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市

1

重庆市

15000000.00 4493140.03 93617.00 保证、抵押 法人代表袁山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重庆市鑫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名下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双福镇九江大道9号攀宝钢材市场内2幢及3幢共35套
钢材市场门面作为抵押担保 重庆市

7 重庆中达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600000.00 988976.98 42591.00 保证、抵押 实际控制人王晓东、王方华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重庆中达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位于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凤平路12、14、18号的商业门面作为抵押担保 重庆市

法人代表张谊生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据重庆日报消息 12月24日，我市召开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改革意志，增强改革信心，大力弘扬伟
大改革开放精神，努力把重庆改革开放事业不
断推向前进。

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坚定执着，
持续深入推进各项改革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胡际权表示，破解
国有企业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推动国
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要
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国企改革的经验，进
一步增强改革的紧迫意识，从战略高度认识新
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把握改革
的正确方向，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重点
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
经营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授权经营体制改
革、国有资产监管“六个突出抓好”上狠下功夫，
一个一个“硬骨头”啃，改一个成一个，为国企高
质量发展持续增加活力和动力。

市委农业农村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委主
任路伟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改革是重要法宝。全市农业系统将
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优调顺产业产品
结构，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园区，努力使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强起来；坚持以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为重点，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强力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业宜居宜游美丽乡村；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推动农村改革，以市场
的办法集聚资源要素，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活
力。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辛世杰说，将
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好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一是抓好机构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优化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
二是抓好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推进落
实《重庆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中明确
的措施任务。三是抓好污染防治攻坚体制机制

改革，推进落实《重庆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
施方案》中明确的206项任务措施。四是抓好

“放管服”改革，充分释放发展活力，激发有效投
资空间，创造公平营商环境，实现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干部职工表示，站在
新时代新起点，全市教育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落
实“两个维护”政治责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推动全市教育改革和发展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全
市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到 9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教育现代
化取得重要进展，初步建成教育强市。

市交通局表示，改革开放以来，重庆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实现从“瓶颈制约”
到“基本适应”的重大跨越。站在新时代新起
点，市交通局将切实抓好重要举措落地落实，抓
紧抓实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坚决打赢重庆城市
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攻坚战，为重庆
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对外开放高地、为全
市人民更便捷出行条件提供有力支撑，推动重
庆交通实现高质量发展。

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说，铜梁将切实强化
改革意识、担当精神、问题导向、精准思维，以刀
刃向内的勇气，聚焦工作中的痛点、难点、堵点
问题，一项一项精准发力，努力优化营商环境做
强民营经济，在创新社会治理，推动乡村振兴、
城市提升等领域攻坚破题，以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坚定执着，一棒接着一棒跑，不断跑出好成
绩。

丰都县委书记徐世国说，丰都县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对标对表“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坚
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
划”，着力解决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
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丰都，推动丰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牢记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切
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民政局表示，重庆民政将坚定不移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自觉地高举改革
开放旗帜，秉持“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政策导
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线，以推进新时代大
爱民政建设为重点，以深化民政改革创新为动
力，砥砺奋进、接续奋斗，知行合一、学做结合，全
面推进重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蒋建国表示，医疗
保障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并随着改革
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全市医保系统将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
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动重庆改革开放再出
发。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强烈的
政治担当和更有力的措施推进各项医保改革任
务落实，更好保障“病有所医”和解决“看病贵、
看病难”问题，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团市委表示，青年一代既是改革开放的亲
历者、受益者，更是传承者和奋斗者。全市各级
团组织将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市委“紧扣新时代共青团工
作的三个根本性问题，结合实际推动我市青年
工作迈上新台阶”工作要求，当好党的助手和后
备军，切实做好助力深化脱贫攻坚、促进青年创
新创业等方面工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团员青
年砥砺奋进、接续奋斗，为推动新时代重庆改革
开放再出发贡献青春力量。

市妇联表示，将紧紧围绕“三大攻坚战”和
“八项行动计划”，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市
提升、创业创新”巴渝巾帼四大行动为抓手，大
力实施手工编织、家政服务等巾帼技能大培训，
着力打造手工编织“巴渝巧姐”、城乡电商“巴渝
网姐”、家政服务“巴渝大姐”妇女创业创新品
牌，带领妇女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引领妇女把自身的价值追求融汇到
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之中，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巨大热情和推动新时代重庆改革开放的强大动
力。

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将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
推动我们重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再创新

高。”重庆先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兴平表
示，看到我市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
的新闻报道，让他深刻感受到作为创新企业的
时代使命。他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兴起，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激发发展活力，在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上不断
前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家飞速发展，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对我们海外求学归来创业的青
年来说，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改革开放带来的
红利。”海归创业者杨欣玥说，作为新时代的新
青年，在国家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的时刻，要以
蓬勃的青春热情，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为
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
添砖加瓦。

黔江区石家镇渗坝村党支部书记徐亚林
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农村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基层干部，要以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
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做细做实农村
各项工作，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深化改革的宣传
员。

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党工委书记廖光洪亲眼
见证了这些年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见证了居
民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他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倍受鼓舞，我
们要更加努力工作，坚定不移做改革开放的助
推者，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满着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令人信服、振
奋！”西南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劲松
表示，一定要认真、深刻、系统地学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学通、弄懂、做实，并将其转化成
生动的教学资源，使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大学文化的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

“乡镇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乡镇纪
委是保障各项改革政策在基层落地的重要监督
力量。”彭水自治县联合乡纪委书记汪常胜说，
乡镇纪检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践
行“两个维护”，立足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定
位，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基
层落地生根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据新华社电 “能参与到三峡移民这项伟大工
作中，我感到非常自豪。”冉绍之对记者说。

12月19日，人民大会堂。冉绍之，这个在三
峡库区长大、在三峡移民工作中坚守了20余年的
农村基层干部，作为改革开放表彰对象，被授予“改
革先锋”奖章。

从1992年开始，冉绍之就投身于三峡移民工
作，先后摸索出了“三不准”“四监督”“五公开”和

“五支笔联审”等许多成功经验，并率先在三峡库区
创造了“门前一条江，江边一条路，路边一排房，房
后一片园”的“就地后靠安置”模式，为三峡移民搬
迁安置树立了样板，在三峡库区大力推广。

如今，在首批三峡移民试点乡——奉节县安坪
镇（原安坪乡），一层层梯田脐橙果实累累，一排排
砖房依山傍水，一条条村社公路交错纵横。

可在移民搬迁刚启动那阵，工作困难重重。
“农民不想走，除了故土难离，还说明他们对国

家的政策还不够了解，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
必须耐心细致地给农民讲明道理。”时任安坪乡党

委书记的冉绍之说。
上坡撑膝盖，下坡摔陡坎。这是百姓对安坪乡

地貌的生动描述。为了做通村民的工作，冉绍之跋
涉在安坪乡的崇山峻岭中，挨家挨户走，挨个找人
谈。

奔波劳累让冉绍之的关节炎频繁发作，经常是
腿疼得不听使唤，上下坡只能靠人前拉后推，通过
羊肠小道，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两只手磨得皮破
血流。

那段时间，10天就能磨破一双鞋。冉绍之硬
是凭着一股顽强的毅力，拖着两条病腿跑遍了安坪
乡的每一个村落。

冉绍之耐心地给村民们讲道理，帮他们谋划以
后的日子。终于打动了村民，最终一致同意搬迁。

“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这是当地群
众对冉绍之的评价。

移民搬迁时，他手里握着近3000万元移民建
设项目资金，却从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安坪乡的移
民都说：“冉书记管钱，我们最放心！”

“三峡之子”冉绍之：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

冉 绍 之
（右）在帮助移
民干活的同时
了解移民的生
活状况（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

我市社会各界热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

大力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把重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