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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作为国有供电企业的基
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是直接参与、服务、指导电
力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核心。国网
巴林左旗供电公司正是抓住这一关
键，通过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年”活
动，抓实“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三型党组织建设，促进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有机融合，进一步筑牢企
业发展的“根”和“魂”。

抓“学习型”党支部建设，促进
员工队伍素质提升。在规范支部

“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基础上，结合
形势任务教育，创新开展“微党课”
和“先锋党课”。让荣获优秀共产党
员、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的先进党
员在组织生活会上谈思想、讲体会，
面对面引导和帮助其他党员改进思
想作风，在集体中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同时，各支部把党员业务水平
的提升作为推动和保障工作任务完
成的基础，为每名党员量身定做学

习计划，并在每个支部以党员为重
点，选聘2名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的
兼职教师，针对本单位员工业务知
识和技能水平存在的短板问题定期
开展“一带多”手把手培训，促进全
员能力素质提升。

抓“服务型”党支部建设，促进
供电服务能力提升。成立党员服务
队，建立和完善党员服务队管理制
度、行动计划、评价标准。在服务地
方特色产业项目、支农、助学等方面
开展便民化、亲情化增值服务。时
下，正值春节保电关键时期，各供电
所以党员为主力，按照网格化片区
管理原则，组织所内员工奔走在线
路、台区现场，主动解决广大农户遇
到的用电问题，得到了辖区客户普
遍赞誉。在公司党委统一部署下，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在供电服务工作中得到了生
动诠释。

抓“创新型”党支部建设，促进

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创新实施
“台区经理制”绩效管控新模式。
各供电所把辖区公用变台划分为
若干单元，优先选聘群众威信高、
工作能力强的党员，按就近属地
化管理原则，担任“台区经理”。
针对台区低压线损率、设备完好
率、优质服务评价指数等关键性
指标，对台区经理业绩指标完成
情况进行对标排名和绩效考核。
通过“台区经理制”，牵住了供电
所管理“牛鼻子”，供电可靠性、电
能质量等直接关系客户的指标明
显改进。同时还组织成立了 QC
小组，积极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
活动，其中一项成果荣获国网蒙
东电力QC成果一等奖。

国网巴林左旗供电公司党委将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结合“旗
帜领航、三年登高”计划，进一步落
实责任，健全机制，创新方法，推动
党建工作出亮点、见成效。 （赵凯）

国网巴林左旗供电公司
抓实基层党建 构筑坚强堡垒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
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
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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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杭锦后旗恒利丰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精益建筑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卓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万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诚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阳光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建林建材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2013年（杭后）字0054号

2014年（营业）字0084号、
2014年（营业）字0084号001、
2015年（展期）002号、
2014年（营业）字0090号、
2014年（营业）字0090号002、
2015年（展期）0023号、
2014年（营业）字0220号、
2014年（营业）字0220号002、
2014年（营业）字0220号003
2014年（营业）字0080号、
2014年（营业）字0080号002、
2015年（展期）0030号、
2014年（营业）字0230号、
2014年（营业）字0230号001、
2014年（营业）字0230号003、
2015年（营业）字0014号、
2015年（营业）字0014号001、
2015年（营业）字0014号002
06130901-2014年（营业）字0096号、
0061300002-2014年（营业）字0135号、
2015年万兴（补充）字001号、
2015年万兴（补充）字002号、
2016年万兴（补充）字096002号、
2016年万兴（补充）字135002号

2015年(营业)字0015号
2015年(营业)字0015号001（展期）

2014年（营业）字0161号、
2015年浩彤（补充）字001号、
2016年浩彤（补充）字002号

06130901-2015（营业）字0059号、
2016年阳光（补充）字001号、
2017年阳光高科（补充）字001号

2014年(营业)字0032号

担保人名称

尹喜兵、牛倩

张钰、曲秀芳、
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精益建筑有限公司、
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卓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张丽、杨宾、葛锐、张喜胜、李晓红、
内蒙古普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公司、
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冯刚刚、史巧兰、冯明、王箴言、
内蒙古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冯霞、张佩文、冯琴、冯世荣、李秀英

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李廷禄、张美荣、赵文胜、李梅

刘建忠、鲁瑞鲜
刘广才、王桂荣

担保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担保人名称
2013年杭后（保）字0054号、
2013年杭后（抵）字0016号

2014年（保证）001号、
2014年（保证）003号、
2014年（保证）00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2年营业（保）字0015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营业（保）字004号

2012年营业（保）字0013号、
2015年营业（保）字002号、
2015年营业(保)字002号、
2015年营业（抵）字0014号、
2015年营业（抵）字0015号
2014年营业（抵）字0182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02号、
2014年（保）字0004号、
2015年（保）万兴字001号、
2016年（保）字0002号、
2016年（保）字0001号

2015年营业(抵)字0043号、
2017年营业(抵)字0008号、
2017年新区(保)字0020号
2014年营业（保）字0161号、
2014年营业（抵）字0108号、
2015年（浩彤）保字第001号、
2016年营业（保）字0161号
06130901-2014年营业（抵）字0003号、
2014年营业（抵）字0003号-001、
2015（阳光高科）001号、
阳光（2016）年保字第001号、
阳光（2017）年保字第001号、
2011营业(抵)字0218号、
2014年(保)字0010号、
2014年(保)字0011号

借款本金余额（元）

2,300,000.00

147,947,837.85

104,050,000.00

28,589,947.99

25,800,000.00

18,986,650.23

17,789,797.16

3,997,298.49

利息（元）

653,232.96

3,709,206.44

2,731,559.35

171,036.18

435,841.81

216,955.66

245,640.48

993,975.04

本息合计（元）

2,953,232.96

151,657,044.29

106,781,559.35

28,760,984.17

26,235,841.81

19,203,605.89

18,035,437.64

4,991,273.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月10日，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对
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考核细则，从基
础管理、教育培训、作用发挥等方面，对
所属基层党支部履责情况进行专项考
评，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反馈，
督导整改，持续推进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实施星级党支
部创建工作，丰富党建工作内涵，组
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形式多样的“党
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共产党员
服务队”等主题活动，按季度评选并
表彰五星级党支部，模范引领作用凸
显。建立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开展集
中学习和专题研讨，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细化
落实“三年登高·旗帜领航”计划，把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
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进公司本质提
升的根本保证。牢记国企姓党、为党
工作理念，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公司
治理全过程，切实增强维护核心、拥
戴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
证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把对党忠诚、为党尽责体现到具

体行动中，不折不扣执行上级党委的
决策部署。

加强思想建设，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重中之重，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自觉用党
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与公司
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与公司发展模
式相匹配、与公司经营管理方式相协
调的党建工作机制，深化协同联动、
齐抓共管、系统闭环的党建工作格
局。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
的鲜明导向，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做实党建工
作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创造力、
凝聚力。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建
设。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适时
举办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通过
企业文化教育基地和党员之家警示

教育室，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活
动，营造廉洁从业文化氛围。始终坚
持把党风廉政、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扛稳压实“两个责任”，健全监督
体系，深化政治巡检，准确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推动党员干部形成守纪
律、讲规矩的思想和行为自觉，积极
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到“四
个深入”：以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为重点，深入做好“党建对标管理
年”工作；深入开展团员青年“基础
夯实年”活动，把团员青年的资源优
势转化为公司发展的强劲动力；深
入推进党的工作全覆盖，积极打造
标准化示范党支部，深化“三型”党
组织建设，提升共产党员服务队建
设水平；夯实基层党支部基础工作，
落实“三会一课”、领导干部双重组
织生活会等制度，深入开展“三亮三
比三无”“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
岗”“主题党日”等活动，推进公司各
党支部工作、党员学习规范化、制度
化、日常化。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全方位推进党的建设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要说草原牧人家必不可少的年货是什么？那一定是蒙古包子
了。每逢春节，生活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备上几百个，甚
至上千个蒙古包子，用来接待新年的客人们。

这不，腊月二十六，家住苏尼特左旗白音乌拉苏木巴彦芒来嘎查
牧民贺喜格陶格陶一家就起了个早。和面、备馅儿，一家人忙得不亦
乐乎。上午她的母亲和弟弟也专程从旗政府所在地赶来帮忙。

蒙古包子的做法非常简单，使用温水直接和面，不用经过发酵。
贺喜格陶格陶说，苏尼特草原上的蒙古包子馅要求必须选用羊腿肉，
拌上一些草原野生的沙葱和少量食盐就行。短短半个小时，制作蒙
古包子的面和馅料就备齐了。女儿揉面、贺喜格陶格陶擀皮儿，妈妈、
弟弟一起动手包包子。一家人在一起包包子也成了在锡林郭勒大草
原上的牧民在临近春节时难得团聚、轻松的时刻。

临近中午，蒸屉上摆放的包子已经有100多个。既然是接待亲朋
好友的美食，一家人当然得先尝一尝。在炉子上蒸上近20分钟，一锅热
气腾腾的蒙古包子就上桌了。一家人围桌而坐，有说有笑，共同享受着
传统的美食，享受着团聚的时光。记者当然也不见外地加入到了品包
子的队伍里。咬上一口，皮薄、馅儿嫩、汤汁可口，确实是美味。

“我看不咸不淡，正好，馅儿就这样了。”作为家里的配料大师，贺
喜格陶格陶下了结论。吃完包子，喝上一碗奶茶，一家人又重新开始
包包子。

到了下午4点，贺喜格陶格陶家春节期间的蒙古包子也准备够

了，一行行、一列列，整齐地排列在桌子上，数数总数一共是860个。
“我们草原牧区过春节的习俗之一就是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就得吃上
一顿饭。现做现蒸不太现实。所以，每逢春节，每个牧户家都得备上
不少蒙古包子，准备接待客人。”贺喜格陶格陶说，蒙古包子一般根据
形状称作羊包子、圆包子和月亮包子，不管哪种包子都是馅大、皮薄、
味道鲜香。

贺喜格陶格陶的二女儿朝鲁门腾格尔是锡林浩特市蒙古族中学
高二年级的学生，上个月刚放假回到家里。她最爱吃妈妈做的蒙古
包子，也只有放假才能吃上。孩子一回来，贺喜格陶格陶隔三差五地
给孩子做上一顿香喷喷的蒙古包子解解馋。

贺喜格陶格陶说，她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只有逢年过
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美味的蒙古包子。现在在党的好政策的照耀
下，草原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过去的奢侈品——蒙古包子
也成为了大众桌上最平常不过的食品。如今，家里每年收入几
十万，不但住上了新房子，房子装修的和城里人没啥区别。厨房、
卫生间、客厅干净整洁、功能完备，沙发、饮水机、热水器一应俱
全。现在牧民的日子就像这热气
腾腾的蒙古包子一样美滋滋的。

随后，贺喜格陶格陶的弟弟满
都呼拿出了心爱的马头琴弹奏起
来。伴随着悠扬的琴声，朝鲁门腾
格尔情不自禁地哼唱了起来。欢歌
笑语从屋子里飘了出来，回荡在锡
林郭勒大草原上。

蒙古包子的幸福年味儿
本报乌海2月13日电 （记者 郝飚）2月12日正值腊

月二十七，乌海市处处弥漫着春节的味道。在乌海市海勃湾
区林荫街道海馨社区党员活动室内，十二位头发花白、精神
矍铄的老年人围坐在一起，共同重温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让室内暖意融融。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
济快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节节攀升，所以社会主要矛盾也相
应发生了变化……”今年67岁的社区老党员高贵重在学习之
余谈论着自己的感受。像这样的学习讨论场景，每周一的下
午都会在这里上演。尽管都是老年人，但他们学习的劲头丝
毫不减，大家边学习边讨论，不时用笔记录着重点。“我们在座
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党员，也有退休教师，因为大家平时都
关心国家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
组成宣讲团定期走进社区开展政策宣讲。”高贵重说。

据了解，这支由老年人组成的宣讲团成立于2016年3
月。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走进社区、学校、老年公寓，开

展党和国家政策方针、普
法知识、革命故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宣讲达
140多场。目前这支宣讲
团已有12名成员，最大的
有72岁，最小的也有57
岁。因为这支宣讲团都是
由老年人组成，所以社区

居民亲切地称他们为“银发宣讲团”。
“不断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向社区居民传达党的

好声音。”老党员肖挺喜说。今年72岁的肖挺喜是这支宣讲
团的团长，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沓厚厚的A4纸，上面密密麻
麻记录着他摘录的十九大报告重点词句和他的学习心得。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他们这支宣讲团迅速行动起来，主动承
担起林荫街道在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的宣讲任务。为将党
的十九大精神讲的准确、明白，让居民能听懂，他们在集中学
习十九大报告的同时，也积极参加乌海市的各类十九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

“无论是十九大精神宣讲，还是普法教育，没有学过就给
人瞎讲，不仅不负责任，还误人害人。”团员刘文忠说。宣讲
团每个成员手中都有一本《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手册，打开刘文忠的学习手册，每页的空白处满满的都是笔
记，原本崭新的书籍已被翻看的发卷发黑。

肖挺喜告诉记者，在每次宣讲之前，他们都要碰头开个
研究会，讨论确定一下宣讲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如何讲才能
讲好。开讲前，他们都会认真地写出书面材料，然后一再修
改，最后定稿。“有时候宣讲完，人们会主动围上来，咨询一些
更具体的知识内容，我们就觉得宣讲成功了，入了人们的心
了。”肖挺喜高兴地说。

到目前为止，这支“银发宣讲团”已在林荫街道五个社
区、辖区学校和企业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40多场，累计受众
达1000多人次。

社区有支“银发宣讲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