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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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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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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9日将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公司（白赛花、扈成）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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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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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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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转让资产情况如下:
基准日:2018年12月17日 单位: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内蒙古蒙伊萨食
品有限公司（白赛
花、扈成）

本金金额

480000

利息金额

0

债权金额

480000

担保方式

抵押

7 月 14 日开始，长江

中下游地区再次遭遇强降

雨。南方暴雨什么时候停？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

雨情如何？中国气象局 15

日举行汛期专题新闻发布

会，对近期天气热点问题

进行了回应。

近期长江中下游强降

雨持续到何时？

中央气象台台长王建

捷说，17~20日，将有新一轮

较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主

要出现在18~19日。长江流

域出现自西向东的过程性

降水，影响范围比较大，还

会涉及江淮、黄淮等区域，

带来暴雨或局部大暴雨。

她说，未来10天，长江

上游和淮河流域降水比较

频繁，长江沿江和两湖出

现汛情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降水的影响，在川渝陕甘

交界处、淮河流域要注意

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

涝气象风险。

她介绍，7 月 20 日以

后，雨区北移，长江中下游

强降水趋于结束。

南方暴雨有多大？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

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新

闻发言人王志华说，6月以

来（截至7月14日）我国总

体偏涝，全国平均降雨量

为172.7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多12.1%。

一是暴雨过程多，持

续时间长。6 月以来，南方

地区出现 7 次大范围强降

雨过程，64%的县（市）出现

暴雨天气。从 6 月 2 日开

始，中央气象台连续 41 天

发布暴雨预警，为 2007 年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制

度建立以来时间最长。

二是雨区重叠度高，

累积雨量大。湖北、重庆降

雨量为历史同期最多，安

徽、贵州为历史同期第二

多，江西、浙江、江苏为历

史同期第三多。湖北黄冈、

安徽安庆和黄山、江西上

饶和景德镇、浙江杭州和

衢州等地超过 1000 毫米，

安徽黄山达 1554 毫米，江

西上饶婺源达1539毫米。

三是单日雨量大，极

端性强。最大日降雨量为

538毫米，出现在江西莲花

山；最大小时降雨量为163

毫米，出现在贵州正安县

碧峰镇。

四是部分流域降雨明

显偏多。6 月以来，长江流

域降雨量410.4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48.3%，为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淮

河流域、松花江流域、黄河

流域降雨量也比常年偏

多。辽河流域、海河流域、

珠江流域降雨量偏少。

“七下八上”雨情汛情

如何？

王志华介绍，预计“七

下八上”期间（7月16日~8

月15日），我国降水总体呈

现“北多南少”空间分布。

我国东部主雨带呈现明显

阶段性变化特征，7月中旬

末，主雨带位于长江与黄

河之间，降水强度强；7 月

下旬至8月上旬，主雨带将

北抬至黄淮、华北至东北

中南部地区。

这一期间，多雨区主

要位于东北大部、华北、黄

淮、江汉、西南地区北部、西

北地区东部和中北部、东南

沿海等地，其中华北东部、

黄淮东部、江汉西部、西南

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

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偏多2~

5 成。内蒙古东北部、江南

中西部偏少2~5成。

他表示，“七下八上”

期间，需加强淮河流域北

部、黄河中下游、海河流

域、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

域防汛工作；加强西南地

区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及

南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

鄱阳湖情况如何？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

任杨军介绍，近期鄱阳湖连

续遭受强降水袭击，造成了

鄱阳湖多处决堤。监测显

示，7 月 14 日 6 时，鄱阳湖

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达

4403 平方公里，较历史同

期平均值（3510平方公里）

偏大2.5成。五大支流入湖

口湿地，鄱阳县昌江和潼津

河、千秋河区圩堤决口导致

耕地和村庄大面积被淹。

他表示，根据卫星连

续监测，近日鄱阳湖地区

的强降水逐渐弱化，水位

正逐渐下降。但是未来长

江上游仍有强降水过程，

长江九江段水位将持续超

警，对鄱阳湖水位具有顶

托作用，延缓退水速度，相

关圩堤仍面临较大压力。

近期台风会不会登

陆？

王志华说，2 号台风

“鹦鹉”6月14日在广东阳

江登陆，是今年以来我国

首个登陆台风，生命期较

短、强度较弱。

他说，预计“七下八

上”期间，在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个数

为 3~4 个，较常年同期（5

个）略偏少，台风活动从 7

月下旬后期开始活跃。登

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为 2~3

个，较常年同期（2个）略偏

多。 （据新华社报道）

7月以来，我国多地出

现持续强降雨，长江、淮河

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

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多

地遭遇洪涝灾害，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

人民子弟兵。截至 7 月 14

日，共有2.9万多名解放军

和武警官兵、5000 多名民

兵战斗在抗洪抢险一线。

全体官兵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奋战在抗洪

抢险的最前沿，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闻“汛”而动

江西告急！九江告急！

鄱阳湖告急！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

湖鄱阳湖水位不断上涨。武

警江西总队出动1400余名

官兵火速驰援鄱阳湖，担负

起转移受灾群众，搜救失联

人员，加固泄洪堤坝等任

务。12日7时，鄱阳湖鄱阳

镇昌江圩江家岭村堤坝出

现渗水群，总队300多名官

兵轮流跳进深坑排除险情。

与此同时，第 72 集团

军某旅 1500 余名官兵，也

赶到鄱阳县，加入加固堤

坝、封堵管涌的抗洪大军之

中。

火箭军某部数百名官

兵多路突进鄱阳县后，来不

及休整就分散到汛情最严

重的几处堤段，参与处置数

十处管涌等堤坝险情。在鄱

阳县西河东联圩港头村，由

于现场无法使用工程机械，

营长张刚带领 100 多名官

兵，全靠手挖肩扛筑起围

堰。

正在野外驻训的第71

集团军某旅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紧急收拢部队，经10

余小时近千里机动，2300

余名官兵12日18时前分别

赶至九江市濂溪区、都昌

县、永修县等 10 个县（区）

展开抢险救援行动。

不仅在江西。在贵州省

松桃县，甘龙镇石板村因连

日大雨发生山体滑坡，武警

铜仁支队官兵克服重重困

难，进入危险区域搜救被困

群众。

在湖北省黄梅县，大河

镇袁山村发生山体滑坡，武

警黄冈支队官兵赶赴现场，

抢救人员、转运群众物资。

向险而行

管涌、漫坝、决堤，险情

一次次袭来，人民子弟兵一

次次向险而行。

12日9时，江西南昌廿

四联圩聂家舍路段接连发

生4处管涌，最大的一处直

径长达15米。

“危险！我上！”面对被

洪水冲走的风险，东部战区

空军某部50名骨干跳入没

过胸口的水中，用血肉之躯

封堵管涌点。7个小时连续

奋战，一条 80 米长、1.5 米

深的砂石圈在50名官兵的

身后筑起。

强降雨致使湖北黄梅

县考田河蔡垸村段河堤出

现一处200米长的决口，空

降兵某旅1000余名官兵奔

赴决口河段封堵。整整一个

昼夜，大堤上灯火通明，官

兵们筑起一道长200米、高

5米的防洪堤，成功填堵决

口。

在鄱阳县江家岭村，一

个排涝站突发穿孔险情。跨

区支援的上饶市信州区人武

部120名民兵及时赶到，采

用装填铁丝网、投放沙石袋

等方法进行封堵，连续奋战9

个多小时，成功排除险情。

全力以赴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

透衣背。在抗洪一线，子弟

兵护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刚刚驰援武汉的东部

战区总医院、第 901 医院、

第908医院抽组的160名医

护人员，也奉命开赴江西、

安徽等地，为救援人员和受

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面对多地防汛抗洪的

严峻形势，陆军以东部战区

陆军为主，先后出动第 71

集团军、第72集团军、第73

集团军等多支部队参加抗

洪抢险。截至7月14日晚，

各任务部队全部到达任务

地区，东部战区陆军2.3万

余名官兵奋战在长江、鄱阳

湖沿岸26个县（市、区），全

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据新华社报道）

南方暴雨何时停？“七下八上”如何度汛？

洪水不退，子弟兵誓死不退！
77月月1313日日，，在湖北洪湖在湖北洪湖

地区沙套湖大塔泵站地区沙套湖大塔泵站，，空降空降
兵某旅官兵装填沙土石兵某旅官兵装填沙土石，，用用
于加固沙套湖沿线子堤于加固沙套湖沿线子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