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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内蒙古北方药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债权金额：本金 8920 万元，利息 3247 万
元，债权合计 12167 万元（截止 2018 年 1 月 2
日）

抵押物：坐落于呼和浩特市西二环东、南
二环北，面积53619平方米

债权现状：法院裁定以物抵债后我公司未办
理过户手续和土地证。上述抵债裁定中所表述的
资产能否过户的风险、能否占有使用的风险、收益
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调查自行承担，以及资产交
易产生的一切税费，包括过户至买受人名下产生
的一切税、费等，以及资产所欠的一切税（如有）、费
（如有）等，由买受人自行调查承担。

处置方式：公开方式包括拍卖、挂牌及其
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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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合作意向：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

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
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0年4月30日
至2020年5月30日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常女士
联系电话：15326087800
监察审计部电话：0471-6213176

2020年4月30日

关于内蒙古北方药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营销公告

交通运输部28日发布

关于恢复收费公路收费的

公告，经国务院同意，从 5

月6日零时起，全国收费公

路将恢复收费（含收费桥梁

和隧道）。针对恢复收费的

相关热点问题，交通运输部

有关负责人就此做出解答。

何时恢复收费？

问：收费公路从什么

时候开始恢复收费? 哪些

车辆可以继续享受“三不

一优先”政策?

答：经国务院同意，从

2020年5月6日零时起，经

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

收取车辆通行费。其中，开

放式收费高速公路和普通

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

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封闭

高速公路以车辆通过出口

车道的时间为准。

符合《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及相关规定的军队

车辆（含武警部队车辆），

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公

路上处理交通事故、执行

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发

事件的统一标志的制式警

车，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救

灾任务的车辆，鲜活农产

品运输车辆，进行跨区作

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

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的

车辆，以及悬挂应急救援

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车辆，继续依法享

受免交车辆通行费政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期间，对疫情防控

物资运输车辆将依法实行

分类服务和保障。

收费标准如何定？

问：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后，车辆通行费

会否受到影响？

答：根据《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的规定，车辆通

行费的收费标准，应当根

据公路的技术等级、投资

总额、当地物价指数、偿

还贷款或者有偿集资款

的期限和收回投资的期

限以及交通量等因素计

算提出。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不涉及客车计费方

式、计费标准的调整工作，

客车应交的通行费金额总

体看也不会发生变化。但

目前出现的部分客车实交

的通行费金额发生一些小

额变化，主要是由于计费

精度提高造成的。

取消省界收费站前，

通行费收费大多按照 5 元

的倍数取整。取消省界收

费站后，人工收费精确到

“ 元 ”，ETC 收 费 精 确 到

“分”。例如某段路收费标

准为 0.5 元/公里，行驶 19

公里和21公里的应交通行

费 金 额 分 别 为 9.5 元 和

10.5元。取消省界站前，取

整后的实交金额均为 10

元，使用ETC打95折后为

9.5元；取消省界站收费站

后，实交金额分别为9.5元

和 10.5 元，使用 ETC 打 95

折后分别为 9.03 元和 9.98

元；比取消省界收费站前

有升也有降，体现了“多用

路者多付费，少用路者少

付费”的公平原则。此外，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车长6

米以下的 8 座和 9 座小型

客车，统一由二类下调为

一类，应交通行费有较大

幅度下降。

货车由于从计重收

费调整为按车（轴）型收

费，涉及到收费标准的调

整，但总的费额是不增加

的。

ETC表现会怎样?

问：针对取消省界收

费站初期ETC系统的故障

问题，做了哪些调整和改

善？恢复收费后，通行ETC

车道是否能及时显示全程

金额？如何避免“一次通

行，多次收费”？

答：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后，部分地区在

系统转换磨合期出现了错

误计费、重复计费、计费时

间错误、一次通行多次扣

费等突出问题，给广大用

户带来了困扰。

对此，各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单位，开展了系统问

题“清零”行动，全面排查

和整改了发现的问题；启

动了系统优化工程。目前，

各项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

进，发现的问题已经全部

完成整改。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后，车辆在 ETC 出口

车道不显示全程通行费

额，而是通过推送信息或

账单提供费用查询服务，

但部分公众对此提出了意

见。为满足公众需求，各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高速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组织开

展了 ETC“费显”工程。目

前，所有高速公路出口车

道都可以显示本次行程的

全部通行费用。

此外，为解决一次通

行、多次扣费的问题，各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高速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组织开

展了系统优化工程，通过

整合相关信息，初步实现了

“一次行程、一个账单、一次

扣费、一次告知”。下一步，

将督促各地，结合恢复收费

后的实际应用情况，不断优

化完善系统功能，更好地为

公众提供服务。

28 日上午，北京小汤

山医院最后两名新冠肺炎

治愈患者出院。至此，小汤

山医院新冠肺炎患者全部

清零，29日关闭备用。

17 年前，北京小汤山

医院在抗击“非典”疫情当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 年

后，当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蔓延后，医院再次承担起

疫情防控重任。如今，在小

汤山战“疫”收官之际，筛

查工作零漏检、医务人员

零感染的“两个零”目标再

次续写。

患者“清零” 小汤山

战“疫”收官

28 日上午 8 时 30 分，

18 岁的韩女士和 50 岁的

余先生在医护人员的带领

下推着行李箱从北京小汤

山医院病房楼走出。在与

医护人员道别后，登上了

两辆已经停在门口的转运

车。

余先生说，“住院治疗

期间，医护人员很贴心。这

份感激不知如何才能表

达，只有珍惜未来的生活，

好好活着。”

50岁的余先生于3月

28日入院确诊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普通型患者。住

院治疗期间，余先生的病

情曾一度恶化，肺部影像

加重，并出现肝脏损伤。经

相关治疗后，病情逐渐稳

定，达到出院标准。余先生

和韩女士的成功出院标志

着北京小汤山医院新冠肺

炎患者全部“清零”。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

作人员已经开始对医院病

房进行终末消杀，完成消

毒的病房已经贴上了封

条。北京小汤山医院自3月

16 日启用至 4 月 28 日，累

计筛查 2175 人，日最大筛

查量达394人；确诊54人、

疑似27人。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副主任、北京小汤山医院

临时党委书记吕一平说，

医院 29 日关闭备用，小汤

山战“疫”收官。

八方支援 劲儿往一

处使

1 月 23 日疫情初期，

北京市紧急启动小汤山医

院改造和建设工作。经过

1.5 万余名工程技术人员

和工人历时一个多月的昼

夜设计及建设施工，医院B

区和新建病区两个病区共

1657张床位、82067平方米

的工程于 3 月 8 日顺利完

成；CT、超声、荧光定量

PCR仪、核酸提取仪、心电

图机等2000多台（件）医疗

设备，一周内全部进场并

安装完毕。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从22家市属医院选派了上

千名涵盖呼吸、感染、重

症、急诊、儿科、中医等十

多个专业的医务人员前来

支援。

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

副主任护师李倩是最早一

批进入北京小汤山医院进

行支援的医务人员之一。

“医院收治的很多患者都

让我们医护人员感动不

已。很多次在接患者入院

时，即便我们穿着防护服，

他们也不让我们靠近，不

让我们帮忙拿行李，就怕

传染给我们。”李倩说，“如

今医院患者清零，我感到

无比喜悦。”

“虽然没能前往武汉

一线，但能够支援小汤山

同样感到自豪。”3月15日

来到小汤山医院的北京同

仁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何茵说，在此次抗击疫情

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就

是团队的协作精神。“大家

都是来自不同的医院，工

作中遇到问题，一沟通马

上就能解决，都是劲儿往

一处使。”

科技助力 打造智慧

抗疫新模式

来自北京同仁医院的

陈东宁有过参加抗击“非

典”的经历。“抗击‘非典’

时期，条件相对艰苦。那时

候都是戴两层纱布口罩，

隔离衣都是出来消毒之后

重复利用。”陈东宁感慨，

“现在防护物资、救治的设

备比过去好多了，医学的

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抗击

疫情提供了巨大帮助。”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

小汤山医院，送货机器人、

消毒机器人、智能辅助诊

断系统、病例录入语音系

统等多种“黑科技”为医院

防疫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持。

“放射 AI 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系统 10 秒钟就能

自动完成肺部感染区域

体积、密度等多个影像指

标的计算，并进行鉴别诊

断。”北京小汤山医院放

射科主任董大伟介绍，该

系统是第一批进驻小汤

山医院的人工智能医疗

设备，可对病灶区域进行

量化评估，几秒钟就可以

完成定量分析，从而辅助

临床医生更快速、更准确

地进行病情判断或疗效

评估。

北京小汤山医院信

息中心主任王宏宇表示，

这些“黑科技”普遍应用

于放射检查、检测检验、

药品服务、后勤保障等多

个领域，极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有效降低了院内交

叉感染的风险，为医院防

疫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持。

全国收费公路5月6日起恢复收费
文/新华社记者 樊 曦 魏玉坤

北京小汤山医院关闭备用：时隔17年续写零感染
文/新华社记者 侠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