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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项目名称

呼和浩特市益顺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吉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金额

1,500.00

800

利息金额

669.49

401.07

债权金额

2,169.49

1,201.07

担保措施

抵押

抵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
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中长资(蒙)合字[2019]78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将呼和浩特市益顺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吉盛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两户债权(包括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资产情况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依法享有该债权的全部
权利。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11 月 5 日，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将北斗三号卫星送

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106次发射，也是该系

列火箭今年的第 10 次发

射。这是继2018年14次成

功发射后，长三甲系列火

箭又一次年度发射次数超

过 10 次。长三甲系列火箭

作为我国各类火箭型号里

最忙碌的“劳模”，它是怎

样炼成的？记者采访了火

箭研制团队。

火箭忙人更忙

截至目前，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共完成 317 次发

射，而长三甲系列火箭共

成功发射106次，约占我国

运载火箭发射次数的三分

之一，堪称我国运载火箭

的“劳模”。

长三甲系列火箭入轨

精度高、适应能力强，其发

射卫星的入轨精度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火箭可以一

箭单星也可以一箭多星发

射，既可以用于标准地球同

步转移轨道发射，也可以用

于超同步转移轨道或低倾

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以及

深空探测器发射，还可以在

飞行过程中实现侧向机动

变轨、多次起旋、消旋、定向

等，可以满足卫星用户多种

不同使用要求。

近年来为了应对高强

密度发射，长三甲研制团

队同样付出了很多努力。

很多研制人员一年大部分

时间都是在发射基地执行

任务，他们经常戏称回北

京工作叫作“出差”。

据统计，长三甲研制

团队平均出差达到200天，

数不清的破晓黄昏，奔波于

机场车站；数不清的节假

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任务

忙的时候，每天工作十三四

个小时，对于整个研制团队

来说，火箭是“陪伴”他们最

多的家人，而亲人则成了他

们心中的牵挂。

“当你看到你倾注心

血的火箭腾空而起，它承

载的是国家的重任，民众

的寄托，那一刻你会感到

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份职业带给航天人的成

就感和荣誉感，别的职业

很难相比。”长征三号甲系

列火箭总设计师岑拯说。

成功背后是能力

今年长三甲系列火箭

共有十几次发射任务，不

到一个月就得完成一次发

射，如何高质量保证成功？

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总设计师姜杰介绍，以往

火箭都是针对发射任务专

门设计的。自2017年开始，

型号队伍提出了“去任务

化”设计，也就是对火箭进

行通用化改进，最终实现

整箭级的产品化、通用化和

组批化生产。这项工作开展

以来，研制队伍在严控产品

质量的同时，陆续实现了火

箭不同部段的通用化，并在

历次发射中得到了验证。自

此次发射北斗三号任务起，

后续所有的长三甲系列火

箭，除了与卫星关联的部

分，其他结构比如助推器、

芯一级、芯二级等都将实现

“去任务化”。

“以后火箭研制工作

将分成两部分，像卫星支

架、整流罩和飞行软件部

分，都与卫星有关联，所以

要根据任务来定制。但是

其他箭上产品的技术状态

是一样的，可以提前在流

水线上进行批量化生产，

大大提高了火箭的生产效

率，也提升了火箭对任务

的适应性。”姜杰说。

重大科技任务的“专

属列车”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强

密度发射的“主力”，也是

我国目前高轨道任务发射

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

火箭系列。

截至目前，北斗工程

从一期到三期，探月工程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全

部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实施

发射，是我国重大科技任

务的“专属列车”。

“今年是长三甲火箭

首飞 25 周年，作为长三甲

火箭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

挥，我非常自豪。”中国工

程院院士龙乐豪说，长三

甲火箭之所以能够率先成

我国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

在其最初的构型总体规划

及总体技术方案中就具备

了良好的前瞻性、全局性和

适应性，长征三号甲、乙、丙

三型火箭具有“系列化、组

合化、模块化”的特点，因此

火箭凭借对发射任务的高

适应性和飞行高可靠性，在

嫦娥奔月、北斗组网等国家

重大科技任务中起到了“擎

天柱”的作用。

龙乐豪表示，未来，长

三甲火箭将继续发展，针对

电气系统一体化、控制重构

等技术进行改进，为航天强

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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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火箭背后的故事
文/新华社记者 胡 喆

一盘鸡蛋西红柿、一

盘豆干炒辣椒——72岁的

吕桂英在老伴的帮助下，

颤颤巍巍地往桌子上摆下

两个菜，还想再摆第三个。

社区书记笑着要拦

她：“吕阿姨，一家只要一

个菜，您摆那么多，桌子可

要满了！”

“你们就别拦我了，我

呀今天高兴。”吕桂英把社

区书记“堵”了回去，“要是

十年前，你们就是花钱请吃

饭，我都不一定来。”她去年

刚做过手术，腿脚不好，但

说话的声音依然洪亮。

吕桂英所在的南京市

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新村

小区，是街道唯一的拆迁

安置小区。11月2-3日，仙

林街道在这里分两场举办

了一次邻里千家宴。

小区 1600 多户，每家

出一个人、一个菜，社区为

每桌准备两个菜。十家邻

居围坐一桌，吃吃喝喝聊

聊，还有居民自导自演的

歌舞节目可以看。场面像

极了乡下人家办喜酒，却

是城市小区居民在街道组

织下的一次聚餐。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

不吃一锅饭。这顿饭能在

仙林新村吃起来，可真不

容易。

仙林街道的前身是个

农牧场，20世纪90年代末

拆迁后，腾出的土地陆续

建起了大学城和商品房。

大部分居民原来散居在3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后来

集中安置在39栋楼房的仙

林新村里。因为拆迁早，很

多人一时没有工作，居民

生活遭遇困难。

新村与栖霞区委区政

府驻地只有一路之隔。拆

迁后十年间，新村有 1000

多户居民参与上访，成了

全省有名的上访高发区。

由于拆迁遗留矛盾

多，干群关系紧张，邻里关

系也不好。邻里之间还相

互攀比，闲话嫌隙多了，有

的甚至断绝来往。整个新

村成了一盘散沙，环境脏

乱差，很多居民外迁。

“得把人心拢起来，不

然要我们党员干部干什

么？”2010年到任的仙林街

道党工委书记孙金娣暗下

决心，带领街道干部转变观

念，不把新村居民当成麻烦

制造者，而把问题理解为他

们转型的不适应，主动靠前

服务，帮助他们完成从农民

到市民的转变。

仙林新村划分了网

格，干部下沉到网格，不断

深入走访化解矛盾，不断改

善小区设施环境，不断帮扶

居民创业就业，不断培育居

民的自信心、自豪感……居

民生活得到改善，小区面貌

一天天好转，搬出去的人

又陆续搬回来了。

1999 年入住时，新村

1056个地下室被居民抢占，

用于自住、出租、经营、堆杂

物，不仅环境乱、安全隐患

多，还成为扭曲新村人际关

系、利益关系的导火索。

2016年底，街道通过6个月

的分片包干、挂表作战，将

所有地下室整治出来、重新

分户，建成了党群学习空

间，不仅重塑了新村的利益

格局，还增加了党建文化阵

地，得到居民的积极支持。

如今，仙林新村党委

成立了三个“常青树”党支

部、下设39个楼栋党小组，

党小组组长都是优秀的党

员居民志愿者骨干。新村

已经连续9年实现进京、到

省、去市、到区四个“零上

访”，群众幸福感满意度达

到 95%以上，家家户户都

参与到“本月我站岗”的志

愿服务中。

有了 9 年扎实的工作

和感情积累，才有了仙林新

村这场难得的千家宴。仙林

新村社区书记喻辅荣说，一

开始也有点担心组织不起

来，但结果是还没怎么动

员，居民就踊跃报名了。

“这辈子都没这么热闹

过。”61岁的吕红英望着人

头涌动的席面说，这次见到

了很多年不见的老邻居，

“大家凑一块儿都说，赶上

这么好的时代，我们是胡萝

卜长在了人参地里了。”

“家里有房子在外面，

但我还是喜欢住在仙林新

村，这里环境好、人情暖。”

吕桂英说，现在邻里关系比

拆迁前还要好，有事打个电

话社区干部就上门来了，街

坊邻居没了抱怨多了欢喜。

千家宴从上午十一点

半开始，到下午两三点钟才

结束。把群众送走，把现场

清理干净，街道干部们才坐

下来吃午饭。在他们的头顶

上，社区活动中心门口的一

条横幅十分醒目：“一家人

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千家宴，一家亲！
文/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