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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以及财政部、银监会有关规定，【2017】年【12】月【14】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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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合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及其下
属机构下列附表中所列的以下债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或其他应付款，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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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也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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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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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
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8 年 5 月 8 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债权合同名称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银行承兑协议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

债务人

鄂尔多斯市旭昌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达拉特旗联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泰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惠民农贸物流综合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盛泰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赫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弘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

内蒙古景建美园林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三联汽车维修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万世宝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源远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康莱纳（内蒙古）食品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合同编号
[HTZX0110120150007]
[HTZX01(高抵)20150007]
[HTZX01(个高抵)20150007]
[HTZX01(个高保)20150007]
[HHHT0610120140010]
[HHHT06(高抵)20140010]
[HHHT06(个高保 01)20140010]
[HHHT06(个高保 02)20140010]
[HTZX02（融资）20120001]
[HTZX0210120140004]
[HTZX02(高抵)20120001]
[HTZX02(个高抵)20120001]
[HTZX02(高保)20120001]
[HTZX02(个高保 1)20120001]
[HTZX02(个高保 2)20120001]
[HTZX02(个高保 3)20120001]
[EEDS0310120140006]
[EEDS03(高抵)20140006]
[EEDS03(个高保)20140006]
[EEDS02（融资）20130055 号]
[EEDS02（融资）20140032 号]
[EEDS0210120130074]
[EEDS0210120140032（展期）]
[EEDS0210120140025]
[EEDS0210120140033（展期）]
[EEDS0220120140036]
[EEDS0220120140037]
[EEDS02(高抵)20140032]
[EEDS02（高抵）20140036]
[EEDS02(高保)20140032]
[EEDS02(个高保)20140036]
[HHHT0510120130048]
[HHHT05(高抵)20130048]
[HHHT05(个高抵)20130048]
[HHHT05(个高保)20130048]
[HTZX0310120140006]
[HTZX0210120140008]
[HTZX03（高保）20120027]
[HTZX03101(个高保 1)20130015]
[HTZX03101(个高保 2)20130015]
[HTZX03101(个高保 3)20130015]
[HTZX03101(个高抵)20130015]
[HHHT06（融资）20130020]
[HHHT0620120140011]
[HHHT06(高抵)20130020]
[HHHT06(个高保)20130020]
[HHHT1010120130020]
[HHHT1010120140083]
[HHHT10(高抵)20130020-1]
[HHHT10(高抵)20130020-2]
[HHHT10(个高保)20140083]
[HTZX0610120130007]
[HTZX0610120140003]
[HTZX0610120140026]
[HTZX06(高抵)20130007]
[HTZX06(个高保)20130007]
[HTZX0351011120024]
[HTZX0351011120030]
[HTZX03(高抵)20120024]
[HTZX03(高保)20110078]
[HTZX0310120130009]
[HTZX03(高抵)20130009]
[HTZX03(高保)20130009]
[HTZX03(个高保)20130009]
[HHHT0910120130014]
[HHHT09(高抵)20130014-11]
[HHHT09(高抵)20130014-12]
[HHHT09(个高保)20130014]
[HHHT14（融资）20140002]
[HHHT1420120140013]
[HHHT1420120140012]
[HHHT1420120140002]
[HHHT14(高抵)20140002]
[HHHT14(高保)20140002]

担保人

鄂尔多斯市旭昌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曲志强、石翠英

鄂尔多斯市富豪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郭建军、李艳霞、郭强、傅轶飞

鄂尔多斯市富豪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贾春梅、白三晓、刘小利、黄瑞
欣、郭强、傅轶飞

内蒙古尚华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田
凯飞、李淑峰

内蒙古蒙航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张
学光、张晓春

鄂尔多斯市大元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娜仁图亚、贺光荣

内蒙古东方工程有限公司、王飞、
郝美霞、裴文斌、李子英、王忠义、
刘秀珍

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靳登永、
高淑莲

内蒙古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侯永峰、云洁

鄂尔多斯市三联汽车维修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郑玉庭、杨秀女

内蒙古万世宝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刘宝栋、刘素俊

鄂尔多斯市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乌拉特前旗物华矿业有限公
司、布仁吉雅、宋秋霞

鄂尔多斯市嘉盟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鄂尔多斯市恒发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刘永胜、郝二林

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罚息（元）

2,258,645.69

19,159,825.24

8,337,205.74

10,243,530.34

25,166,232.77

11,595,561.64

2,964,508.50

16,133,752.29

11,956,975.51

7,449,293.71

3,745,615.93

3,068,813.40

28,226,945.29

18,121,152.15

168,428,58.20

费用（元）

0

20,000.00

60,552.00

0

0

20,000.00

0

0

0

0

0

30,000.00

168,74.00

175,000.00

559,096.00

本金余额（元）

14,900,000.00

60,000,000.00

17,000,000.00

25,000,000.00

64,768,458.88

19,993,518.79

8,124,912.49

34,400,537.92

34,900,000.00

19,747,500.00

9,000,000.00

9,827,203.00

60,000,000.00

39,797,200.00

417,459,31.08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7 日电 （记者 栾海
魏良磊）俄罗斯联邦新一届总统普京 7 日在克里
姆林宫宣誓就职，开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

当天中午，普京面对俄罗斯宪法宣读了总统誓
词。随后，俄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将象征总统权力
的徽章授予普京，宣布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

普京随后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说，为维护国家
和平、实现繁荣而竭尽全力是自己的职责和生命意
义。俄罗斯应成为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国家，俄需准
备应对时代的挑战，巩固国家在传统优势领域的地
位，并且团结起来取得新成绩，使国家不断发展。
任何困难都无法阻碍俄自主决定未来。同时，俄罗

斯愿与外界对话，与伙伴国家加强各领域往来，并
与各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开展平等互利合作。

就职仪式进行之时，克里姆林宫外鸣放礼
炮。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内广场检阅了总统警
卫团官兵。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马特
维延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和俄
议员、政府官员、军官、青年代表及各国驻俄使节
等约 3000 人出席了就职仪式。

就职仪式后，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见证下，
普京接管了象征俄战略核力量的“核手提箱”。

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为俄罗斯国家元首兼
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 2000 年首次当选总

统，2004 年成功连任，2008 年任统一俄罗斯党
主席，同年 5 月出任政府总理。2008 年，俄国家
杜马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原来的 4 年
延长至 6 年。2012 年，普京再次当选俄总统。
2018 年 3 月 18 日，普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
俄第七届总统竞选，并以 76.69％的得票率获胜。

普京今年 3 月 1 日发表国情咨文时说，在保
障人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等方面，俄尚未达到应有
水平。在利用科技新成果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经
济、基础设施和国家管理方面，未来几年对俄来
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俄需以强有力的举
措迎接这方面的挑战。

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新华社记者 安晓萌

俄罗斯总统就职典礼定于 7 日举行，现任
总统普京将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俄罗斯政
治信息中心主任阿列克谢·穆欣日前在莫斯科
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在普京的新一届任期
内，俄美关系不会有本质变化，同时俄将继续
寻求修复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巩固同中东、亚
洲等地区的国家的合作关系。

穆欣认为，俄美间的冲突是经济性冲突，
而非战争冲突，双方都因此遭受一定损失。他
说，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运用制裁手段试图
针对俄罗斯发动经济“闪电战”，指望俄罗斯在
制裁和全面施压下服软，接受美国条件。事实
证明，美国的企图已落空。

穆欣说，俄美两国近几年都会将重心放在
事关安全的战略性问题上，在中东地区、中亚
地区的博弈还将加剧。他认为，目前俄美在解
决一系列地区性重要问题上都显得力不从心，
一系列尝试不但没有成效，还分别在两国社会
触发了紧张情绪。

俄美2010年签署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

战略武器条约》，取代旧版条约，为美俄两国战
略核武器确定新的上限。条约次年 2 月生效，
有效期 10年。穆欣认为，俄美冲突的进一步发
展可能导致有关更新这一条约的谈判落空。

尽管俄美关系难有改变，但穆欣认为，俄
罗斯在其他一些方向的外交关系将有显著变
化。在欧洲方向，俄罗斯将与包括德国在内的
一些欧洲国家紧密合作。他认为，不同于大部
分北约成员国的对俄态度，某些欧洲国家更倾
向于“向北看”的温和对俄政策，因此，俄罗斯
将与这些国家恢复和加强接触。

在中东方向，俄罗斯可能将强化与以色列
的联系。作为中东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同
时借助与伊朗的密切合作关系，俄罗斯可以在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围绕伊核
协议及美以与伊朗的冲突，俄可以从中斡旋调
停，避免双方冲突升级。

在东方，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
作，同时加强与日本、韩国和越南的联系及商
业往来。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是俄
亚洲政策的重要部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合作
可能是俄罗斯未来几年外交政策的特点之
一。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7 日电）

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如何
——访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

据 新 华 社 印 度 尼 西 亚 龙 目 岛 5 月 7 日 电
（廖攀峰 曾行贱）当地时间 5 月 5 日至 6 日，参
加“科摩多－2018”多国联合演习的中国海军舰
艇编队派出医疗组，在印尼龙目岛北部卡里克
港，参与了联演指挥部统一导调的医疗民事救援
演练，并因成绩突出获得“特别贡献奖”。

这次医疗民事救援演练分为陆上救援、海上救援和

公共健康教育三部分。中方医疗组分别参加了陆上和
海上救援行动，并与美、俄、英、澳等参演医疗队一起，演
练了应急救援、伤员分检、临床诊治和一般手术等课目。

“此次演练，我们深入了解了各参演国海军
医疗民事救援程序、伤员救治手段、救援设备和
手术流程等内容，医疗组围绕口腔、普外、骨科、
五官、防疫等方面的重点疾病与参演国海军进行

了广泛交流，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中方医疗队队
长全飞宇介绍，演练中，医疗组人员过硬的专业
素质和职业精神受到了各方广泛好评，展示出了
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军人的责任担当。

据了解，演练期间，中国海军参演编队还为
联演主办国印尼捐赠了一批急需医疗器材，得到
了当地政府、民众的肯定和欢迎。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参加“科摩多—2018”医疗民事救援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