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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
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
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外国企业常驻代
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规定，现
就全区市场主体报送2018年度报告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年度报告主体
凡2018年12月31日前在全区各级市场

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统称登
记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均应向登记机关报送2018年度
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应向登记机关提交2018年度报告。

二、年度报告时间
（一）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年报时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日。

（二）在海关注册的报关单位、加工生产
企业和有减免税设备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统称“海关管理企
业”) 不再通过海关相关业务平台报送海关
年报,相关个体工商户也不适用纸质年报,
改为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内蒙古）报送“多报合一”年报。年报时
间：2019年 1月 1日至2019年 6月 30日。

（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报时间：
2019年 3月 1日至2019年 6月 30日。

三、年度报告内容
（一）企业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等信息。
2. 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

信息。
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4. 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

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
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5.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
变更信息。

6. 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
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7.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
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
纳税总额信息。

8. 参保险种类型、单位参保人数、单位
缴费基数、本期实际缴费金额、单位累计欠
缴金额。

9. 主营业务活动、女性从业人员、企业
控股情况（分支机构不填报）、分支机构隶
属母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仅分支机构
填报）。

10.海关管理企业年报内容在报送年报
信息基础上,增加英文名称、英文地址等海
关年报事项。减免税进口货物处于监管年
限内的企业需年报内容待另行发布。

（二）个体工商户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 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

店名称、网址等信息。
4.联系方式等信息。
5. 海关管理企业年报内容在报送年报

信息基础上,增加英文名称、英文地址等海
关年报事项。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报送的
其他信息。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资产状况信息。
4. 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

店名称、网址等信息。
5.联系方式信息。
6. 参保险种类型、单位参保人数、单位

缴费基数、本期实际缴费金额、单位累计欠
缴金额。

7. 主营业务活动、女性从业人员、通信
地址、从业人数。

8.海关管理企业年报内容在报送年报
信息基础上,增加英文名称、英文地址等海
关年报事项。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公示的
其他信息。

（四）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的合法存续情况、代表机构的

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及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费用收支等相关情况。

四、年度报告方法和步骤
（一）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自
行通过互联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内蒙古）（以下简称“公示系统”）报送
年度报告，网址http://nm.gsxt.gov.cn/in-
dex.html。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下：

1. 公示系统身份认证。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自身情况，可以
采取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身份认证:（1）电子
营业执照身份认证。持有电子营业执照
的，可以利用电子营业执照进行身份认证，
登录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2）原备案联
络员未发生变更的直接登录公示系统进行
年度报告。原备案联络员发生变更的，需
要进行新联络员身份认证。市场主体选择
在互联网登录网上工商平台办理联络员备
案的，在办理完成后即可通过互联网登录
公示系统进行年度报告；市场主体选择在
工作日时间到其登记机关办理联络员备
案，上午办理完成的当天下午即可通过互
联网登录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下午办
理完成的当天晚上即可通过互联网登录公
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

2.报送年度报告并公示。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录公示系统，进入

“企业信息填报”模块，持有电子营业执照
的,选择“电子营业执照登录”;联络员备案
的，选择“工商联络员登录”。登录后按网
页提示操作，如实填报年报相关信息，完成
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并公示工作。

个体工商户可以按照上述方式通过公

示系统“企业信息填报”模块报送年度报告
并公示，还可以以纸质方式向登记机关报送
年度报告（在海关注册的个体工商户除
外）。

市场主体发现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有误
的，应当在该年度报告报送截止日期（6 月
30日）之前及时更正，更正前后的内容同时
公示。

（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按实际情况填

写“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
告书”，并由首席代表签字后，与相关年报
资料一并提交登记机关。

五、法律责任
市场主体对报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及时性负责。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未在本通告期限内依法报送并
公示年度报告，以及在年度报告中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登记机关将依据《企
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
示暂行办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
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未依法向登记机关提交 2018
年度报告，或在年度报告中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登记机关将依据《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1月9日

关于全区市场主体报送2018年度报告的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内蒙古如海鼎盈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一、债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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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蒙古如海鼎盈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海鼎盈公
司”）于2018年12月27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将其拥
有的对乌海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金日朝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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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鼎盈公司。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与如海鼎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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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依法将其拥有的对乌海市海南区双清
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金日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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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海鼎盈公司作为华融内蒙古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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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海鼎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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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潘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6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71-6981004 韩先生
受让方：内蒙古如海鼎盈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汇商广场商务楼4064室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15149642210

2019年1月9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乌海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日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息总额

40,599,127.33

25,949,589.07

本金余额

24,941,375.50

18,654,460.64

欠息

15,657,751.83

7,295,128.43

担保措施
1.乌海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为10,000亩）提供
抵押担保；2.乌海海亮塑胶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乌海市乾振煤焦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自然人王国庆及其配偶
赵粉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5.自然人王锁清及其配偶高侯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内蒙古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中泰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自然人张伟及其配偶张军霞、苏国
荣及其配偶张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如海鼎盈公司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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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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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由华融

内蒙古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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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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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月8日同吉布提总统盖莱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40年
来，中吉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2017年 11月，你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我们共同宣布中吉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期间，我们就发展中吉关系达
成新共识，并见证签署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我高度重
视中吉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巩固两国

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
动中吉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

盖莱在贺电中表示，1979年1月8
日是吉中外交关系奠基性的时刻，我
对40年来吉中关系顺利发展感到满
意和自豪。2017年11月，我们共同决
定将吉中关系确定为战略伙伴关系，
充分表明双方深化吉中关系的决心，
也为两国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吉布
提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帮
助和支持，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原则。我愿同你共同努力，促进吉中
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盖莱就
中吉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8日宣布：应委内瑞拉政
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农业

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将赴加拉加斯出席
于1月10日举行的马杜罗总统就职仪
式。

习近平主席特使韩长赋
将出席委内瑞拉总统就职仪式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1月8日在
北京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月7日至10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
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
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务院决定，对为
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国
防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
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
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
评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

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准并报请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授予刘永坦院士、钱七
虎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务院批
准，授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
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黄瓜
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研究”等37
项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授予

“云－端融合系统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
效互操作技术”等4项成果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授予“小麦与冰草属间远
缘杂交技术及其新种质创制”等63项
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授予“水
下发射固体运载火箭系统研制”等2项

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予
“凹陷区砾岩油藏勘探理论技术与玛湖
特大型油田发现”等23项成果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主要蔬菜
卵菌病害关键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148项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授予简·迪安·米勒教授等5名外国
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向刘永坦
院士、钱七虎院士及全体获奖者学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科学报
国的光荣传统和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科学精神，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为己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着力实现原始创新重大突破，攻
克关键核心技术，破解创新发展难题，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8年12月28日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胡喆 张泉

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永坦、
钱七虎摘取我国科技界最高奖励。大会
现场全体起立对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鼓
掌、致敬；最高奖获得者在主席台就座
并为其他奖项获得者颁奖……这是一
个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礼赞，这是
一个民族对科技追求的最佳注解！

透视2018年度国家科技大奖，蜕
变的种子不断孕育，创新的磅礴动能正
在持续迸发。

看点一：磨“剑”砺“盾”，最高奖颁
给大国重器铸造师

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一
个潜心铸造“地下钢铁长城”。刘永坦
和钱七虎，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
一同成为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得主。
“千里眼”是国之利剑——
海波翻腾，寒风萧瑟，面对6000平

方米大小的雷达天线阵，年过八旬的刘
永坦神采奕奕。这是被称为“千里眼”+

“火眼金睛”的新体制雷达，不仅“看”得
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
低空目标，对航天、航海、渔业等有着重
要作用。

为了这“不可或缺”，刘永坦曾面壁
20余年。

关键技术无处可寻，一度被认为是
异想天开，但刘永坦始终坚信，路能靠
自己走出来。一场从零起步的攻坚战，
不仅破解了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
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之一。

“地下长城”是国之坚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加强防护

工程的抗核打击能力，30多岁的钱七

虎受命设计飞机洞库防护门。
没有现成技术，他靠自学整理出十

万多字外文资料，国内少数单位拥有大
型计算机，他利用别人吃饭、睡觉时间

“蹭”设备，最终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在核
爆后变形打不开等问题，设计出当时我
国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
防护门。

矛越强，盾愈坚。海湾战争后，钱
七虎敏锐察觉到小型钻地核武器对深
地下防护工程的威胁，率先开展抗钻地
核爆防护的研究。几十年来，钱七虎带
领团队为人员、武器穿上“防弹衣”，为
首脑指挥中枢、战略武器安上了“金钟
罩”。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金怡

濂、程开甲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得主，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重大创新

的背后，无不凝聚着一代代杰出科学家
的心血智慧。

刘永坦说，这一奖励是无上的光
荣，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科技创新本质
上是人才驱动，一定要让愿意创新、有
创新能力、取得创新成果的人得到社会
更多的尊重。

看点二：“诺奖级成果”，基础研究
连续第6年有公认突破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国际物理学界
的前沿热点，许多科学家相信，相关研
究将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它的国
际首次实验发现，诞生在中国。

论文当年在美国 《科学》 期刊发
表后，被国际凝聚态物理学界公认为
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物理学大
师杨振宁评价：这是从中国实验室
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
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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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创新磅礴动能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五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