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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列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抵质押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
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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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本息义务（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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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责任；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拟对内蒙古鼎华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4月21日，2户债权
的本息合计为22,672.85万元。2户债权的债务人分别分布在鄂尔多斯、包
头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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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楠先生 周先生

联系电话：0471—2830343 0471-2830328
电子邮件：nanding@cinda.com.cn

zhoubin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71—283031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fukaiqi@cinda.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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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务催收暨债权处置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元

债务人

内蒙古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锦盛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资产所在地

鄂尔多斯

包头

本金金额

99,482,967.18

53,995,530.80

利息余额

51,042,023.72

22,207,961.5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行业

煤炭

煤炭

借款合同号

HHHT(2014)ZHSX字0033号
HHHT(2014)YHCDXY字0584号
HHHT(2015)YHCDXY字0013号
HHHT(2014)LDZJ字0137号
HHHT(2014)LDZJ字0144号

HHHT(2013)ZGZRRBZ 字 0233 号
HHHT（2013）GNZRZX 字 0118 号
KZ5011140098AA
KZ5011140135AA
KZ5011140096AA

担保合同号

HHHT(2014)ZGBZ字0024号
HHHT(2014)ZGBZ字0023号
HHHT(2014)ZGZRRBZ字0056号
HHHT(2014)ZGZRRBZ字0055号

HHHT(2013)ZGBZ字0107号
HHHT(2013)ZGBZ字0108号
HHHT(2013)ZGZRRBZ字0232号
HHHT(2013)ZGZRRBZ字0233号

担保和抵押情况

内蒙古锦泰能源有限公司
西乌珠穆沁旗哈达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张连祥
孙玉玲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鄂尔多斯市巴音孟克纳汇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恒利达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达拉特旗高头窑张美厚煤矿
刘恒
王翠芬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近日，二连浩特市国税局直属分
局党支部组织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活动，集体观看《巡视利剑》电视专
题片，并交流了心得体会。

在观看结束后，该局全体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对专题片展开了热烈
讨论。同时，大家立足岗位，结合自
己的实际工作，剖析了自己不足，也
谈了各自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形成了良好的讨论氛围。
“《巡视利剑》中的案例，教育、警

醒广大党员干部要有正确的世界观
和人生观，要始终如一保持共产党员
本色，当官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党支部书记邢世平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充

分说明了共产党人严惩腐败的意志
和决心。

大家纷纷表示，作为基层税务干
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
上、行动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税收
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放在执法为
民上，以实际行动彰显税务铁军的力
量。 （程丹）

二连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内蒙古明珠旅行社
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商品部

解散清算公告
因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现已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内蒙古

草原明珠大酒店经股东批准解散，解散清算公告已于2018年

4月12日刊发于本报），作为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全资子公

司的内蒙古明珠旅游社、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商品部将与酒

店一同解散、清算。目前清算组已开展具体相关工作。

为保护内蒙古明珠旅行社、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商品部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当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鲍女士 贺先生

清算组联系方式：18047113707 0471-6213272
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解散清算组

2018年6月15日

“快看，供电所的师傅到了，咱们
村这么偏，他们来得真快啊！近日，
赤峰市小南营子村村民看着远处正
在抢修的蒙东电力安庆镇供电所配
电检修工石志强，赞叹地竖起大拇
指。听着村民们的讨论，供电所的其
他同志们相互打气：“咱也得加油干，
怎么也得争当一回标杆！”

近年来，国家电网蒙东电力松山
安庆共产党员服务队始终以服务客
户、服务社会为己任，通过“台区经理
打擂台 党员群众比比看”等一系列
举措，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坚持为地
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国家电网蒙东电力松山安庆共
产党员服务队依托国网松山区供电
分公司安庆镇供电所组建，成立于
2014年5月，现有队员12名，其中党
员6名，入党积极分子2名，业务骨干
4名，党员比例为50%。担负着旱作
农业区安庆镇及周边13个行政村的
供电服务任务，高低压用电客户

10473个，年供电量3000万千瓦时，
服务面积283平方公里。

日常检修确保安全用电
“你们真是我们百姓的电力保护

神，你们经常帮助检查、维护我们的
用电设备，给我们宣讲永安用电常
识，确保我们天天都能用上‘安全
电’！真的非常感谢你们！”5月5日，
超市的李经理对前来用电检查、宣传
安全用电的安庆镇供电所党员服务
队徐锐、石志强等人说：“我一定要给
你们共产党员服务队点个大大的
赞”。

为民服务开辟绿色通道
为了缩短报修中间环节，提高乡

村、社区、居民小区里用电诉求响应
速度和缩短故障抢修恢复时间，安庆
共产党员服务队推出“三卡一评价”
活动，在营业场所以及公示栏内张贴
全体人员联系方式、给广大用户发放
服务卡、每张服务卡上将服务电工的
电话、供电所值班电话、95598报修

电话一一标识在报修电工服务卡
上。这种创新举措让用电客户的需
求第一时间得到了满意解决，提升优
质服务水平。

为确保农村春耕用电保电服务
工作有序开展，安庆共产党员服务队
分成3个小分队，确保哪里有事快速
到位。一是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报
装流程，缩短报装时间，延长收费时
间，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服务。二
是通过走访客户，对农业生产情况进
行摸底调查，切实掌握农业用户对排
灌用电的需求，优先保证排灌用电。
三是发放便民卡让用户有需求时能
及时联系我们。四是结合春检，加强
对排灌线路的巡视维护，对重要农业
设施的重点线路进行特巡，发现缺陷
及时消缺。为确保春季灌溉，确保供
电可靠，打下基础。另外加大了农田
机井灌溉设备的管理力度，组织人员
对设备进行检查，及时满足排灌用电
需求。 （唐利杰）

真诚服务保供电 百姓欢笑齐点赞
——记国网蒙东电力松山安庆共产党员服务队

“感触深刻，深深体会到了生命
的宝贵和脆弱，生命只有一次，亡羊
补牢一切都晚了……”参加安全知识
培训后，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运维
检修部的王鹏说道。

为更好的营造安全文化氛围，进
一步增强新入职大学生的应急意识
和安全素养，使其更好的转变角色、
融入企业工作氛围，充分发挥“生力
军”作用，近日，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
司利用安全生产月活动机会，为近3
年来新入职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安全知识培训课程。

此次培训活动，由该公司安全监
察质量部组织，运维检修部、人力资
源部配合完成，课程主要由安全月活
动知多少、应急自救互救我知道、安
全工器具正确使用以及我的安全职
责4个部分组成，通过精心组织、积
极部署，活动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安全月活动知多少活动中，该
公司安全监察质量部人员详细讲解

了安全月活动的主题、安全月活动的
由来以及安全月活动的意义、内容和
要求，促使“企业新鲜血液”能够更好
的了解并积极参与到安全月活动当
中，进而增强安全意识和工作责任
心。

应急自救互救我知道活动中，该
公司应急管理人员详细讲解了公司
应急组织、应急预案体系、应急处置
流程和紧急救护法等实用性知识，课
堂上，学员们积极参与，踊跃进行模
拟创伤、溺水、触电紧急救护和“心肺
复苏法”实操练习，有些学员还通过
微信、快手等APP录制了小视频，既
达到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面对突
发事件时的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利用
新媒体将紧急救护知识进行宣传普
及，一举两得，效果显著。

安全工器具正确使用活动中，该
公司安全监察质量部人员详细讲解
了安全帽、安全带、验电器、接地线、
防毒面具等安全工器具的正确使用

和维护知识，同时结合本质安全实
践，对防触电伤害、防高处坠落、防物
体打击、防机械伤害的重点措施进行
全面细致讲解。学员们按照讲解内
容，穿戴五点式安全带、安全帽，利用
验电发生器进行验电，在工作票简图
上标记接电线装设位置，模拟作业现
场实际，使学员们真正做到了“四不
伤害”。

我的安全职责活动中，人力资源
部管理人员通过差异化培训的方式，
针对入职人员的专业岗位，对其各自
的安全职责进行逐条解读。

据了解，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
始终高度重视新入职大学生的安全
教育培训，坚持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
能力相结合的培训理念，坚持从实际
出发，注重实用、效能的原则开展培
训工作，通过本次活动，有效提升了
新入职大学生的应急意识和安全素
养，为公司安全、稳定、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张黎明)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安全月活动安全教育两不误

本报6月 14日讯
（记者 梁亮）截至6月
12日，中国铁路呼和浩
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累
计开行万吨运煤列车
3875 列，运煤 3255 万
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31.14%。

今年以来，中国铁
路呼和浩特局集团公
司积极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关于“调整运
输结构”和“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有关要求，
积极响应煤炭运输“公
转铁”政策，优化运输
组织，全力组织开行万
吨运煤列车，从运行图
编制、机车动力保障、车
辆排空组织、煤炭营销
组织等方面制订了详细
的实施方案。自5月17
日以来，仅唐（山）呼（和
浩特）铁路就已开行万
吨运煤列车630列。

唐呼铁路西起煤
炭资源较为丰富的“三
西”（即陕西、山西、蒙
西）腹地重要枢纽呼和
浩特南站，向东途径乌
兰察布、张家口、承德，
终到唐山市曹妃甸西
站，全线 859 公里，是
我国北方地区“西煤东
运”重载铁路的主通道
之一，今年全年将外运
煤炭 5000 万吨，保障
京津冀以及华东等地
区煤炭供给需求。据
测算，唐呼铁路开行万
吨运煤列车后，其能耗
仅为重型卡车汽运的
千分之一，铁路每增加
一亿吨货运量，可比公
路汽运完成同等运量
节省能耗约 110 万吨
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约2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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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对参加“世界最优秀厨师大赛”的5名内蒙古获奖选手进行表彰。4月在土耳其
伊兹密尔举办的“世界最优秀厨师大赛”共有 48个国家的 2000余名选手参赛。这是我区餐饮界有史以来首次走出国门参
赛，内蒙古代表团也是这次大赛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队。 本报记者 闫晨光 摄

出国参赛 为国争光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石向军）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近日，锡林
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等地强对流天
气频发，冰雹、闪电、强降水过程此起彼
伏，呼伦贝尔市北部有暴雨。

据自治区气象局最新监测显示，6
月 12日至13日，全区958个站出现降
雨，其中5个站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
现在赤峰市元宝山区，达67.6毫米。另
有 40个站出现大雨，149个站出现中

雨，764个站出现小雨。同时，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正蓝旗等地出现雷电冰雹天
气，多伦县降雹时间持续8分钟，最大直
径15毫米，当地部分农作物受灾。

据自治区气象台预计，6 月 15
日，阿拉善盟东部至乌兰察布市中北
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
及以东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兴安盟
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兴安
盟东北部有大雨。

我区中东部强对流天气频发
局地有暴雨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或0471-6659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