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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不用
任何抵押物，只靠知识价值信用，科技型
企业就可获得最高300万元贷款。11月
10日，市科委举行扩大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改革试点范围签约仪式，在重庆高新
区基础上，我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
试点范围将扩大到九龙坡、渝北、江津、
璧山、永川、荣昌6区，纳入试点范畴的企
业数将由现在300余家增加至2000余
家。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繁一直是制约科
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短板。传统的以重资

产为基础、以短期财务指标为关键的商业
价值信用评价体系，让轻资产、重创新的科
技型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今年6月，我市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重庆高新区率先启动知识价值信用
贷款改革试点，通过构建知识价值信用评
价体系，以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科技人
才、创新产品、创新企业5个指标，对科技
型企业进行信用评价，生成信用等级和推
荐授信额度。银行再根据推荐授信额度，
向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

为减轻银行的后顾之忧，我市还利用

财政科技发展资金组建了一支首期规模3
亿元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对知识价值信用授信额度的本金损失进
行补偿，此举在全国均属首创。

“自今年7月试点启动以来，受到全
社会广泛关注，实现了3个‘50%以上’的
初期效果。”市科委负责人介绍，重庆高新
区辖区内有300余家科技型企业，有50%
以上的企业提出了贷款需求，提出贷款需
求的企业有50%以上已经获得了贷款，总
额达到10070万元，获得贷款的企业中，
超过50%是首次获得贷款。

此次在6区扩大试点之后，纳入试点
范围的企业数由300余家增加至2000余
家，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由3
亿元增加至11亿元。

“每个区都有两家银行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服务，根据不同的
知识价值信用等级，企业可获得40万到
300万元不等的贷款。”该负责人说，此
外，我市还将引导银行开发以知识价值信
用为核心的其他金融产品，在贷款、金融
票据、银行保函等多方面满足科技型企业
的需求。

我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扩大试点范围
2000余家科技型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最高可获300万元贷款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11月12
日，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馆在空
港新城正式开工建设，包括游泳馆、武术
馆和群众活动中心在内的三大体育场馆
将在明年底建成，届时这些场馆将面向
全市市民开放使用。

据悉，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位于两
江新区核心区域，地处中央公园西侧和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传媒大厦南部，
健身中心南侧则是正在建设的兰桂大
道。

渝北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渝北区按照“经济实用、功能齐全、新
颖美观”的总体要求，设计并规划了全
民健身中心。其目的是为了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让体育为民惠民，让人
民群众从体育事业中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

根据规划要求，渝北区全民健身中
心总面积达3万余平方米，其中包括一
个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的标准游泳馆、
一个 5000 平方米的武术馆以及一个
6400平方米的群众活动中心，可同时满
足羽毛球、乒乓球、跆拳道、壁球等健身
活动或者运动训练需求。此外，渝北区
全民健身中心还设有停车位286个。

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馆开建
三大体育场馆明年底投用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高法院召开的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情况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今年 1－10月，全市法院受理执行案件
220901件，同比上升29.38%，执结160426件，同比上升
23.60%，兑现标的额达309.97亿元。

“老赖”不还钱 可能被追刑

当天，市高法院发布了一批打击拒执犯罪的案例。
记者注意到，案例中的“老赖”均有恶意逃避执行、对抗执
行的行为，致使生效判决书无法执行，最终都被依法追究
了刑事责任。

“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裁判生效后故意转移、处置
财产等恶意逃避执行的‘老赖’，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制
裁。”市高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苏福说，近年来，全市法院紧
紧围绕打击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不断健
全联动工作机制，强化公检法的沟通协调。如，市高法院

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先后联合出台《关于打击拒不执行
生效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
办理妨害人民法院执行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
要》等文件，统一拘留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努力形成
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

推动建构“基本解决执行难”综合治理格局

苏福告诉记者，为切实解决执行难，充分发挥被执行
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作用，市高法院今年制定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
工作任务分工》，与财政、金融、工商等45家部门单位共同
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从事特定行业
高管、政府支持补贴、任职资格、准入资格、荣誉和授信、特
殊市场交易、高消费限制、限制出境等15大类、54项行为。

“另外，我院执行指挥中心‘点对点’系统也已对接银
行、公安、工商、民政等部门，可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

对外投资权益、车籍、户籍、配偶、出入境证件、水电气登
记等信息，绝大多数实现实时查询。”苏福说。

加大执行力度 规范执行行为

“近年来，全市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更加突出执
行强制性，强化执行工作权威。”苏福介绍，2016年以来，
全市法院共搜查15692次、拘留6415人、限制高消费
35243 人次、限制出境 3995人次。同时，全市法院将
213130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51182
名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义务。

为规范执行行为，今年5月中旬，市高法院还开展了
集中提级执行、指定执行专项活动，对124件涉及党政机
关、长期未结、当事人反映强烈的案件集中提级、指定执
行；对200余件涉及多家法院、需协调处理的案件纳入重
点疑难案件督办；对近140件涉金融债权案件进行了集
中交办，限期推动办理。

今年1-10月 全市法院受理执行案件22万余件
恶意逃避执行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 （记者 韩毅）继共
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住宿之
后，农旅融合项目也开始蹭上“共
享”热点。近日，记者从璧山区获
悉，我市首家共享果园在璧山登
云坪亮相，市民只需以几斤水果
的价格及押金，就可拥有一棵有
机生态果树，还能亲手种植、培
育、采摘，享受休闲趣味的田园生
活。

作为“新动能”之一，共享经
济被普遍视为有光明的前景，“共
享+”正呈百花齐放的态势。璧
山登云坪共享生态园是一个以四
季果园为主题的大型农业综合
体，集餐饮、赏花、采摘、垂钓、休
闲娱乐等于一体。此次在全市率
先推出果树共享模式，市民只需

缴纳一棵果树500—800元的保
证金（押金），及一年的果树管理
费，即可拥有一棵有机果树，采摘
该棵果树一年结下的所有果实。
根据果树种类的不同，一年管理
费在40—50元不等。

共享期间，共享人可定期来
园内施肥、除草、看护，也可由果
农代为管理。目前，园内有橙、
桃、枇杷树可供消费者共享，未来
还将把更多果树品种纳入“共享
果园”模式之中，让顾客一年四季
都能吃上放心水果。

据悉，除果树共享之外，该园
还有共享菜园、共享鱼塘、共享厨
房、共享民宿等众多新“玩法”，充
分满足市民的休闲娱乐体验需
求。

农旅融合新业态

我市首个共享果园亮相璧山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近
日，由沙坪坝区文化委、沙坪坝区
旅游局主持建设的沙坪坝博物馆
正式竣工。接下来，沙坪坝博物
馆将围绕川渝古建筑史进行陈列
布展，打造川渝地区首个古建筑
类的专题博物馆，明年将正式开
馆。

据了解，沙坪坝博物馆位于
陈家桥街道白鹤村，依托迁建的
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复兴寺建
设而成。复兴寺始建于明代嘉庆
年间，原位于沙坪坝区虎溪街道，
占地约1800平方米，为前殿、正
殿、后殿三进式院落，是重庆市主
城区为数不多的建筑规模较大、

保存相对完好的寺庙建筑。
“复兴寺体现了明清时期巴

渝古建筑特色，如穿斗式抬梁和
屋檐的‘驼峰’等，因此具有较高
的文物价值。”沙坪坝区文化委
主任李波介绍，迁建复兴寺花了
约一年时间，下一步，沙坪坝区
将推进其内部的相关陈列布展
工作。

“沙坪坝博物馆将运用实物、
模型、图片、多媒体等方式，主要
体现川渝古建筑史。”李波说，沙
坪坝博物馆预计明年正式开馆，
将与附近的冯玉祥纪念馆形成集
参观、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公共文
化服务区域。

沙坪坝博物馆竣工
将打造川渝地区首个古建筑类专题博物馆

11月5日上午9点多钟，晚
秋的阳光刚刚从薄雾中探出头
来，合川区钱塘镇三元村嘉陵江
支流的小溪河上，共产党员、73
岁的“民间河长”张伯禄就摇着小
船，在河中慢慢前行，51岁的村
民张中辉则挥动着长柄捞网，打
捞河道中的水草和垃圾。

他们是合川213名“民间河
长”的一员。各级党政部门一把
手已经在担任河长，为什么合川
还要推行“民间河长”呢？

合川区水务局局长李文才对
重庆日报记者说，合川是嘉陵江、
涪江、渠江三江汇流的地方，水系
发达、河溪纵横交错，有36条重
要河流、199条镇街级河流、41座
中小型水库，2.5公里以上的溪河
达235条，水域面积达76.45平方
公里，河流总流程达1647公里。
这么庞大的水系的管理、整治、监
督，不但要发挥政府管理部门的
主力军作用，还要用好用活社会
力量。他说，打造绿水青山，保护
生态环境，群众既是参与者，更是
受益者，他们大多数人就是喝着身
边河里的水长大的，对这些河流的
感情很深，愿意守护家乡的河流。
所以，发动群众，特别是基层老党
员、村民积极分子一起管理水源和
河流，也是顺理成章之举。

今年6月，“民间河长”的设
想向社会公布后，很快得到社会
各方面的积极响应。老党员张伯

禄就是其中之一，“我有44年党
龄了，现在虽然做不动其他重体
力活，但划船的技术还在。”于是，
在一周几次的划船清漂行动中，
总能够见到他的身影。

重庆日报记者在合川钱塘、
小沔、三庙等地采访时了解到，除
了老党员、老村长、退休干部之
外，一些私企业主也纷纷报名竞
聘“民间河长”。

26岁的何波家住合川区三
庙镇。家门口的三庙河，一直是
他心中的一份牵挂。“小时候，河
水十分清澈，随时能看见小鱼。”
何波说，2000年左右，河岸边的
大量生活垃圾以及农业、养殖业
带来的污染物开始涌入河道，不
仅污染了河水，还发出臭气，小鱼
小虾也没了。

2015年，何波在三庙镇戴花
村建起一个农业园，通过种植荷
花、售卖莲子，年入百万元，并带
动村民脱贫致富。期间，他多次
组织工人对响水滩流域进行清
捞，并向沿岸村民普及河水防污
知识。

今年6月，何波被三庙镇政
府聘任为“民间河长”，负责三庙
河余家滩至响水滩约2公里河段
的巡查监督。当上“民间河长”
后，何波不但积极管护自己负责
的河段，还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
展其他河段水源水质的监督工
作。

合川探索河流共治新模式

213名“民间河长”上岗履职
本报记者 蔡正奋

虽没有可用作抵押的资产，但仍然从
银行获得120万元的贷款，从递交申请到
贷款到账，不到一周时间。以前，重庆赛
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顺环
保）总经理白夺魁从不敢想，这样的“馅
饼”会从天上掉下来。得益于我市实施的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这样的“馅
饼”真的出现在他眼前。

知识价值能换来“真金白银”。自今
年7月我市启动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
试点以来，率先试点的重庆高新区已有59
家企业获得贷款，总额达到10070万元。

从递交申请到贷款到位，
仅用了一周时间

赛顺环保是一家从事环保设备研发、
生产、环保项目运营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主攻垃圾和养殖场生活污水“一站式”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在2012年成立时，我们就实打实投
入200万元资金。”白夺魁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由于前几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设备
的创新研发上，研发经费投入达到了300
多万元。

资金面临缺口，对公司发展产生了很
大影响。2014年，正当赛顺环保研发的
设备面市，急需进行品牌宣传和市场推
广，然而，就连给客户展示的样品，他们都
拿不出钱来生产。

“除了有技术有人才，没有其他用作
抵押的资产，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想通过
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根本不现实。”他坦言，

无奈之下，只能依靠“江湖救急”：以私人
的名义厚起脸皮找亲朋好友借钱，或者请
求客户把产品订金从货款的 30%提至
60%。勉强得以维持，但成果转化的进度
被迫放缓。

幸运的是，赛顺环保成为了重庆高新
区的首批试点企业，通过知识价值信用评
价体系进行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评定。
今年6月，其最终获得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发放的120万元贷款，从递交申请到贷款
到位，仅用了一周时间。

试点区域内的科技型企业，
有50%以上提出贷款申请

“重庆推出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
试点方案，是变革传统融资模式的重大制
度创新。”市科委负责人说。

科技型企业大都以创新为特质、以人
才为支撑、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其普遍缺
少土地、房屋等重资产，短期财务指标明
显不优，很难与传统融资模式对接。

在他看来，要解决大批科技型企业特
别是中小企业必需的资本问题，就必须改
变传统的商业价值信用评价体系，探索建
立由知识产权、研发投入、人才团队、创新
产品等创新要素构成的知识价值信用评
价体系。

据介绍，该体系有3个特点，一是自
动生成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的信用评级
结果，通过一次性数据采集，软件系统自
动计算，快速呈现出信用等级与信用额
度评价结果，并及时将结果共享给金融

机构，实现先期授信、按需贷款；二是注
重大数据运用，将分散的数据“孤岛”进
行优化整合，不仅是知识价值信用评价
体系所需的各项数据，还加入该体系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融资额度、还款情况等
数据，提高了金融机构风险管控能力；三
是动态完善评价体系，对企业填报虚假
数据情况纳入科技创新信用记录，对不
良信用的企业取消政府科技创新项目和
资金方面的支持，以保证整个体系的活
力和准确性。

如此带来了诸多好处：科技型企业贷
款靠知识价值，不靠土地、房屋等重资产；
注重创新指标，不注重短期财务指标；不
用任何抵押即可贷款；贷款执行基准利
率，不搞任何利率上浮；贷多少就能拿到
多少，不扣缴任何保证金。

“这也是为什么试点区域内的科技型
企业，有50%以上提出了贷款申请，申请
贷款的企业中有50%以上获得了信用贷
款；获得贷款的企业中，有50%以上还是
首次获得贷款。”市科委负责人表示。

扫除评价“盲区”，发放
“定心丸”，吸引银行纷纷试水

据了解，在改革试点的筹备期，共有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重庆市分行等14家银行向市科委、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提出了合作申请和方
案，参与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

为何这些银行纷纷愿意试水？
“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价值难以进行系

统的量化评估，研发能力、技术成果、发展
潜力、债务偿还能力究竟如何，银行很难
作出判断。因此，过去对于科技型企业的
贷款需求，我们都持谨慎态度。”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小微金融部经理李俊杰表示，知
识价值信用评价体系对轻资产、重创新的
科技型企业有了更科学、合理、有效的评
价，扫除了银行长期以来的“盲区”。

再加上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
基金予以担保和补偿，更是给银行吃了颗

“定心丸”。
为此，重庆农商行推出了专门针对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的“科技专项贷”产品，并
由九龙坡支行配备了一支专属队伍对科
技型企业开展服务。

“我们还建立了专门的绿色审批通
道，把贷款审批权由总行下放到支行。”李
俊杰表示，这样一来，只要企业资料齐全，
2-3个工作日就能完成审批，从提交申请
到放款，仅有一周时间左右，相比传统的
抵押贷款来讲，时间缩短了一半。

以重庆农商行为例，自今年7月启动
改革试点至10月末，该行已为55家科技
型企业发放了9500万元贷款。

“大胆深化科技金融改革，让传统金
融尽快实现和中国创新型经济结构接轨
融合，对建立‘治理良好、结构合理、竞争
力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金融体
系，对培育‘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都具有重大意义。”市科委负责人称，科技
型企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最为优质的
市场主体，此次扩大试点范围之后，纳入
试点范围的企业数从300余家增至2000
余家，更多企业将享受到政策福利。

他还表示，在扩大试点的基础上，我
市还将进一步将知识价值信用评价体系
应用于股权投资、绩效考核等其他领域，
有效解决科技型企业与金融机构及资本
市场之间的信用阻隔，促进科技与金融结
合、技术与资本对接，推动创新型经济结
构的加速形成。

企业靠知识价值也能换来“真金白银”
7月以来，已有59家企业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总额达10070万元

本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效果图。
（渝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沙坪坝博物馆于近日修缮竣工，将成为川渝地区首个国有古建筑
类专题博物馆。 记者 熊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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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金佛山水利工程是全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一座以灌
溉、供水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二）型水利工程。水库总库容
1.01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836米，最大坝高109.8米。渠系工程总长
138.2公里，设计灌溉面积30.59万亩，设计水库多年平均供水量8689万
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惠泽南川区、綦江区和贵州省桐梓县3区县18个
乡镇约60万名群众。

截至目前，大坝度汛断面填筑达到度汛高程，填筑至780.6米高程，后
坝填筑至778.9米高程，累计完成坝体填筑约145万立方米。左岸高边坡
锚索343束全部张拉、封锚完成，河床段趾板和常年水位下的岸坡段固结
及帷幕灌浆完成，溢洪道进水渠边坡支护及左右岸导墙全部施工完成。

同时，马鞍山隧洞累计掘进8669米，余3513米，完成总工程量的
70%。总干渠、南平干渠、南极干渠部分明渠开挖，局部已开挖至渠顶高
程；大湾沟隧洞、水竹坪隧洞、冉家湾隧洞、塔坡隧洞、牛角尖隧洞已全面开
工。汤家沟分干渠罗家田隧洞完成掘进1724米。

田勇

南川金佛山水利工程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