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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奋斗 建功北疆

要闻简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融内蒙
古分公司的利息、罚金、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含各分支行）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公证费、律师
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和

正式发票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
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一、债权情况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签署《债权收益权转让协
议》、2018年 8月 20日签署《单户债权转让协
议》，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将其对鼎华实业
等3户不良资产包（详见下列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华融内蒙古分

公司。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华融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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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债权转让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依

法将鼎华实业等 3户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的事
实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

三、债务催收公告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中信银行呼和浩

特分行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上
述债权，现依法向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

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
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
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华融内
蒙古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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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院裁判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

区中信大厦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0471—5313750
受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号金融大厦9楼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70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6981004

2018年9月11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
中国华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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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包头分行

债务人
内蒙古鼎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富强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天顺祥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人
内蒙古鼎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天地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张连祥
鄂尔多斯市富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富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刘维林、刘维荣
刘孝、张智鹃、白占马、刘丽平

本金
149,999,200.00

71,500,000.00

10,000,000.00
231,499,200.00

利息
36,318,196.41

14,544,972.88

3,136,048.69
53,999,217.98

转让基准日2018年3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合计
186,317,396.41

86,044,972.88

13,136,048.69
285,498,417.98

9 月 10 日 ，
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小 学 学 生 代
表 把 鲜 花 和 亲
手 制 作 的 贺 卡
送 给 老 师 。 当
日 ，该 校 举 行

“ 弘 扬 高 尚 师
德 潜 心 立 德
树人”教师节表
彰暨庆祝活动。

本报记者 安
寅东 摄

向
老
师
送
上
祝
福

□本报记者 宋爽 实习生 张靖怡

1985年夏，一个年轻的身影出现
在毛乌素沙漠腹地，燥热的空气携带
着沙尘包围着她。“命运既然安排让
我与碱结缘，那我就要在碱上干出一
番事业！”她就是国家首批技术创新联
盟——新一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专家丁喜梅。

1985年，刚刚毕业的丁喜梅作为
专业人才到毛乌素沙漠合同查汉淖伊
盟化工研究所碱湖试验站工作。当时，
国内制碱工艺落后，碱湖资源得不到有
效开发，传统工艺制碱产生的废液、废
渣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污染。丁喜梅
与其他科技人员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天
然碱试验研究中，最终提出了“天然碱
（日晒碱）制纯碱工业试验”项目，并负

责实验研究、工艺设计和建设生产。该
项目于1987年一次投料试车成功，产
品填补了自治区空白，质量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结束了我国只能用天然碱生
产粗纯碱的历史，创造了两个国内同行
之最——投资最省，与同行业比较吨产
品投资节省了300多元；成本最低，比
同类产品吨产品成本降低400元。产
品用到了彩色显像管生产和高级玻璃
制造上，缓解了我国进口粒状重质纯碱
的压力。

从1985年至2005年间，丁喜梅主
持了20多项大、中型工程建设与技术
改造项目，已建成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
70亿元，取得经济效益60多亿元。她

获得近30项科技荣誉，其中11项分别
获得过国家、自治区和市级科技进步
奖，拥有2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
专利，是“一种生产纯碱的系统”和“含
NaHCO3碱卤湿分解蒸发制碱工艺”
项目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2004年，原伊盟化工集团成功转
制为博源控股集团，产业延伸到了天然
气、煤化工领域。作为副总裁兼总工程
师，丁喜梅不断更新知识，成功推动了
集团公司与中煤、中盐的项目合作，并
于2009年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
镇建立了年产50万吨合成氨、80万吨
尿素的化工园区。她把全部精力、心思
和智慧凝聚到项目建设上，“跟着项目

走、围着项目转、推着项目干”是她的生
活常态。戴上安全帽下现场，死盯各个
工号，查看施工进度，检查施工质量、安
全，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召集相关技术人
员研究探讨解决方案，及时协调解决，
终于，项目于2014年 1月24日一次性
投料试车成功并产出合格尿素产品，至
今仍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在与碱结缘的30多年里，丁喜梅凭
借着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的
进取精神，从基层的一名普通技术员做
起，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天然碱领域的
学科带头人、技术专家和出色的企业管理
者，以踏实的言行践行着一位富有责任感
化工专家和企业家的光荣使命。她与众
多科技人员，一次次投入到化工项目的艰
苦建设中，为天然碱工业的科技进步，为
实现绿色化工、生态化工的新型化工产业
模式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丁喜梅：与碱结缘 扎根沙海

本报兴安 9 月 10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近日，首
届“兴安盟大米”丰收节暨乌兰浩特市
第四届稻田捕鱼节在美丽的“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乌兰浩特市乌
兰哈达镇三合村举行。

本次活动以“弘扬淳朴开放的文
化底蕴，感受特有的农耕文化景观，展
示新农村面貌和丰收成果”为宗旨，进
一步提高“兴安盟大米”美誉度，有效
促进农业农村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开幕式现场不仅举行了文艺演
出、朝鲜族民俗馆揭馆仪式，同时还设
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地方农畜产
品体验区参观和稻田景观栈道观赏等
内容。

兴安盟作为自治区最重要的水稻
主产区，水稻面积占到全区的60%，米
质量上乘的“兴安盟大米”也已成为兴
安盟的一张新名片。举行本次“兴安
盟大米”丰收节的三合村更是兴安盟
大米的重要优质产地之一。

首届“兴安盟大米”丰收节暨
乌兰浩特市第四届稻田捕鱼节开幕

本报包头 9 月 10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日，第六届内蒙古“草原
英才”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呼包
鄂人才创新创业周包头分会场开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研究员李依依等7名两院院

士及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代表，“草原英
才”代表，“鹿城英才”、院士专家工作
站、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
室、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型企业代表参
会。

第六届内蒙古“草原英才”高层次人才
合作交流会暨呼包鄂人才创新创业周

包头分会场开幕

本报通辽9月10日电 （见习记
者 薛一群）9月10日，北京院士专家
通辽行暨专家服务基层活动启动仪式
在通辽市举行。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首
都医科大学等著名科研机构和高校的
15位专家组成的北京院士专家团队，
将深入通辽基层一线开展项目论证、
技术攻关及学术交流等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为该市更好地借助北京地
区优势资源推动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据了解，针对当地梳理提出的31项涉及
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医疗、文物保护等
领域难题，专家团队将利用一周时间
分赴科左后旗百万亩人工林基地、科
尔沁生态科技示范园、开鲁县道德村
红干椒标准化种植基地、库伦旗蒙医
制剂室、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市博
物馆等地实地考察，以召开座谈会和
举办讲座等方式，进行面对面指导和对
口帮扶，围绕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北京院士专家通辽行暨
专家服务基层活动启动

本报包头9月10日电 包头市公
安局青山区分局按照“做精机关、做专警
种、做强基层、做实基础”的思路，强力推
进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改革。该局推行基
层实战单位探组制，延伸网安工作触角，
强化基层所队合成作战机制，激活了队
伍活力。今年1至8月份，该局破获刑事
案件数同比增加45.4%，打处违法犯罪人
员数同比增加 136%，重特大、恶性案件
保持“零发案”。 （郭宝祥）

本报呼和浩特9月 10日讯 9 月
10日，食全食美石羊桥批发市场经过升
级改造正式投入使用。该市场引入智慧
市场食品安全可追溯、数字查询等功能，
通过为商户统一配置可追溯电子秤，最

大限度的确保食品安全，实现了传统经
营向智慧经营的转型升级。 （杜芳）

本报呼和浩特9月 10日讯 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推进公
安交管部门“放管服”改革工作，加快

“智慧公安”建设，推出“十二办、五类
跑”便民新举措，让群众少跑腿，让数
据多跑路，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高。 （曹坤 武勐）

本报巴彦淖尔9月10日电 近日，
杭锦后旗公安局交管大队与旗教育局、
安监局等文明交通成员单位组成联合
检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
对校园及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环境进行
大检查，为在校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的校

园环境打下基础。 （李纪平）
本报呼伦贝尔 9 月 10 日电 近

日，国网扎兰屯市供电公司结合地理位
置、网架结构特点，完善并落实应急预
案，积极开展事故预想和反事故演习，确
保事故状态下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及时复电。特别是加强对线路、设备的运
维管理和特殊巡视，切实保障设备的健康
运行。同时，积极与气象部门、防汛指挥
部沟通联系，密切关注了解天气情况，严
格做好“防雷、防雨、防冰雹”等恶劣天
气的预控措施。 （刘新颖）

本报乌兰察布9月 10日电 自 9
月起，察右后旗供电分局组织营销人员
70余人次，对全旗七个供电营业所辖区

各类用电客户的用户信息、用电安全、价
费执行、违规用电、系统权限、横向协同、
业扩流程、窗口服务、奖惩兑现等9个方
面实施“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杜海峰）

本报乌兰察布9月10日电 为确
保双节期间安全可靠供电，化德供电分
局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及时下发了
关于加强双节期间供电保障工作要求，
对双节期间安全可靠供电保障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确保实现双节期间安全可
靠供电。 (马国杰)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柴思
源）日前，由自治区文联主办，自治区
作家协会承办的纪念巴·布林贝赫诞
辰90周年座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巴·布林贝赫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
的奠基人之一，在60余年的文学创作、
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创作了《圆圆的山峰》
《生命礼花》等脍炙人口的诗歌和《蒙古
诗歌美学论纲》等研究专著。此次座谈
会旨在回顾巴·布林贝赫的文学生涯，弘
扬和继承巴·布林贝赫的文学精神和学
术传统，为内蒙古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提供宝贵经验和独特启示。

来自全区各地的专家学者、作家

和巴·布林贝赫家属、亲友等100余人
出席了座谈会。大家从巴·布林贝赫
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角
度总结了巴·布林贝赫对内蒙古文学
的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

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张宇说：
“巴·布林贝赫是用毕生精力为人民放
歌、为祖国歌唱的一代学者型诗人。
他深厚的文学成就和崇高的思想品格
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纪念是
为了更好的前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
者以老一辈文学家、艺术家为榜样，用
浓情笔墨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人
民的文艺精品。”

纪念巴·布林贝赫诞辰90周年座谈会
在呼和浩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