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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由重庆日报、中共沙坪坝区委宣
传部、沙坪坝区文化委主办的巴渝古诗词传承盛
典大型晚会，将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活动中心盛
大启幕。作为全市首次上演巴渝古诗词精华的舞
台设计会是怎样？其音乐和背景制作又如何？12
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提前进行了打探。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活动中心共有1300多个座
位。目前，该中心的保洁、消防工作已全部就绪。

“为了营造诗意的人文氛围，我们特意把学校
颇具特色的‘诗人小径’做成了展板放在活动中心

的入口。”重庆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在活动中
心附近的南湖旁边，学校于2016年夏天打造了一
条“诗人小径”，沿途展示了李白、杜甫、莎士比亚、
林徽因等古今中外共30余位诗人的诗词。这也是
全国高校里唯一的一条“诗人小径”。

此次担任巴渝古诗词传承盛典音乐总监的
陈朝晖还带领团队，为晚会原创了数首令人耳目
一新的音乐。如《离思五首·其四》采用了古风的
旋律加现代的说唱音乐；《游双桂堂》因为有佛教
的意味，于是加入了寺庙的钟声、木鱼、二胡等传
统民乐，营造出悠远的意境。在压轴戏《重庆府》
的音乐制作上，加入了解放碑的钟声，以显示地
域标签。

沙坪坝区文化委主任、沙坪坝区旅游局局长
李波表示，整台晚会均要呈现古诗词，难度非常
大。但各团队都倾尽了最好的元素、最多元的表
达方式，力图用最传神的音画来演绎巴渝古诗词
绝美的意境。

巴渝古诗词传承盛典大型晚会26日举行

用传神音画演绎绝美意境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快 读

12月23日12时14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陆地勘查卫星二号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甄哲 摄）

我国成功发射陆地勘查卫星二号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记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王蒙徽23日表示，明年将针对
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
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
机炒房。

王蒙徽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上说，库存仍然较多的部分
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要继续做好去库
存工作。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格执
行各项调控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
市场风险。

在强调“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
力度不放松”时，王蒙徽说，要保持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继续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
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他说，要抓好房地产市场分类调

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市场监测
分析，提高精准调控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王蒙徽说，要深化住房制度改
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大力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
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育
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进国有租
赁企业的建设，充分发挥对市场的
引领、规范、激活和调控作用。

王蒙徽强调，要加强区域协调
和城乡统筹，促进大中小城市互联
互通，提高中小城市、县城和中心镇
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引导人口和住房需求合理分布。

2018年房地产市场调控

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

美国挫败一起圣诞节期间针对旧金山的恐袭图谋
➡据当地媒体22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20日挫败一起准备在圣诞

节期间对旧金山市进行恐怖袭击的图谋，抓获一名26岁犯罪嫌疑人，并在
他家中缴获武器和“遗书”。 （据新华社）

朝鲜宣布在平壤设立江南经济开发区
➡据朝中社23日报道，朝鲜决定在首都平壤设立江南经济开发区。报

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1日发布政令，决定在平壤市江南郡
古邑里部分地区设立江南经济开发区。朝鲜在该经济开发区行使主权。

12月22日，巴渝古诗词传承盛典大型文艺晚会排练现场。
（受访者供图）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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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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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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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继承人、担保人及其继承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中国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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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
担保人及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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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约定的义务及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7年12月24日

附：债权转让清单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9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该日期欠付利息及法律费用一并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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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算

主体、主管部门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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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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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喜地山国际实业
有限公司

重庆金美西百货
有限公司

重庆寰林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天禄混凝土
有限公司

重庆浩宇五交化
有限公司

重庆宝丰线缆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BC000015004J

BC000015004L

BC000015004N

BC000015004T

BC0000150040

BC0000150042

BC0000150047

BC00001400E5

BC00001500BT

BC00001500BU

BC00001500BW

BC00001400CN

BC00001400CR

BC000015002I

担保人

张豫喜韩德伶
喜地山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张豫喜韩德伶
喜地山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晋愉硕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晋愉峰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王怡琳柯敬陶
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张谊生刘兴容张鑫庞娟

重庆中钢赞立置业有限公司
魏洁静王霄辉程玲袁胜祥

朱进许立力朱培涂颖

重庆宝丰线缆有限公司
张士信岳巧凤

担保合同编号

DC000015005U
DC000015005V

DC000015005Q
DC000015005R
DC000015005S

DC00001400K5
DC00001400K6
DC00001400K7
DC00001400K8
DC000015002K

DC00001400QJ
DC00001400QK
DC00001400QL
DC00001400QM

DC00001300JO
DC00001300JP
DC00001300JQ
DC00001300JR
DC00001300JS
DC00001300JT
DC00001300JU

DC000015003J
DC000015003A

截至2017年9月21日
债权本金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30000000.00

30000000.00

20000000.00

18000000.00

40000000.00

30000000.00

27000000.00

24685461.13

24685833.33

24648055.55

24648055.55

20000000.00

20000000.00

36800000.00

49895761.08

28000000.00

40000000.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联系人：邓黎慧 联系电话：023－63560193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11号1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联系人：杜旭 联系电话：023-63763651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国际A幢21楼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23日，中国
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暨中国
羽毛球积分赛（万盛站）在万盛经开区拉开帷
幕。在万盛举行的首站比赛吸引了来自印度、孟
加拉国和国内的16支队伍，近250名运动员报
名参赛。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奖金最高的业余羽毛球
比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由重庆市体
育局、万盛经开区管委会、重庆市羽毛球协会共同
主办，采用男女混合团体赛赛制，每场比赛由男子
单打、第一男双、第二男双、女双、混双五盘比赛组
成。

为了吸引更多羽毛球爱好者参与其中，今年
的“黑山谷杯”一改往年只在重庆本地举行的模
式，而是将分站赛设置到全国多个城市，让赛事

“走出去”。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除了首站比赛
在万盛举行外，随后比赛还将在北京、广州、西安、
成都、贵阳等地举行多场分站赛。

赛事组委会今年在比赛奖金设置方面也进
行了较大的改变。为了加快体旅融合的步伐，今
年每个分站赛的前三名队伍除获得8000元至
20000元不等的奖金外，获得分站赛前8名的队
伍还能获得5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旅游折扣
券，让参赛选手在激烈的比赛之余也能感受当地
的美景。

“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
万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为
进一步丰富广大进城务工人员
文化生活，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家
庭的情感交流，12月23日，由团
市委、市体育局、市青联主办的
重庆市第七届进城务工青年亲
子趣味运动会在巴南区麻柳工
业园举行，100个进城务工青年
家庭参加了活动。

据悉，本次运动会共有团
圆、“爱”传递、信任、协作、团结
一心5个充满趣味性的比赛项
目。比赛中，小朋友使出浑身解
数奋勇争先，父母们默契配合，
场上充满了呐喊声、助威声，到
处洋溢着激情与欢乐。来自巴
南区的进城务工青年吴娅说：

“平时打工很忙，很少有时间陪
孩子，这次趣味运动会不但让我
们锻炼了身体，还增进了我们与
孩子之间的感情”。据了解，运
动会结束后，主办方还为参加活
动的家庭赠送了爱心礼包，包括
棉被、保温杯、水果等。

◀12 月 23 日，进城务工青
年亲子趣味运动会上，父母和孩
子相互配合完成各项比赛。

记者 周尤 摄

进城务工青年
亲子趣味运动会 传递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