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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由中国
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编选的《中
国新闻奖作品选》（第二十八届）一书，
日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
行。这是新华出版社连续27年出版发
行《中国新闻奖作品选》。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
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于
2018年11月2日揭晓，来自全国各级
各类媒体的348件作品获奖。该书收

录了本届新闻奖特别奖作品5件、一等
奖作品62件、二等奖作品98件，其中
含本届首次增设奖项的媒体融合类获
奖作品 26 件。这些获奖作品均为
2017年报道精品之作，如特别奖获奖
作品文字评论《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
新时代》、文字通讯《中国反贫困斗争
的伟大决战》、电视专题《将改革进行
到底》、网页设计《央视网零首页十九
大特别报道矩阵设计》、融媒体移动直

播《两会进行时》等；一等奖获奖作品
文字消息《习近平首次沙场阅兵 号
令解放军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调查
性报道《甘肃祁连山：问责风暴下的生
态突围》、电视直播《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0周年特别节目》、网页设计
《不忘历史 矢志复兴——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融媒体移动直
播《“天舟一号”发射任务VR全景直
播》等。

《中国新闻奖作品选》（第二十八届）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
话《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合肥 1 月 9 日电 （记者

周畅）中央文明办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
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发布2018年 12月“中国好人
榜”。经广大网民推荐评议，捐献器官
助5人重获新生的80后女孩王婷婷、勇
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狱警刘彦、30
年坚持开“良心药方”的儿科医生徐晓
军、勇驾“蛟龙”入深海的英雄潜航员唐
嘉陵、带着八十岁养母上学的90后女
孩孙玉晴等108人上榜。身边好人用
善行义举传递着温暖的道德力量，展现
了新时代中国人为美好生活一起拼搏
追梦的精神风采。

在活动现场，放弃留美机会回国投
身抗肿瘤新药研发创业的王文超、身残
志坚靠诚信致富的创业小伙崔万志等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与观众和网民进
行了互动交流。徽剧《模范颂》、庐歌
《我志愿做个好人》等原创节目，用艺术
手法讲述了身边好人的感人故事。观
看网络直播的网民留言：“身边好人是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是我们熟
悉的最可爱的人。”

据了解，2018年，网上“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共收到网民举荐的
好人好事线索2816万余条，共有1272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活动平台推荐评

议、点赞跟帖累计超过5亿人次；先后
在长沙、延安、连云港等11个城市举办
月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中国文
明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网、央
广网“六网联盟”联合直播，活动网页浏览
量超过10亿人次；《好人365》栏目每天
讲述一位中国好人的精彩故事，微博阅读
量超过19.7亿。各地举办现场交流、宣
讲报告和网络微访谈、微直播等不同层面
不同形式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互动活
动近2万场，征集以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为原型的图书、微电影、广播剧、动漫、公
益广告等作品200余部（条）。

中央文明办发布2018年12月“中国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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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内蒙古巨锐工程机械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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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蒙古巨锐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锐公
司”）于2018年9月10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将其拥有
的内蒙古维邦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2户不良资产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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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给巨锐公司。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与巨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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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维邦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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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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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巨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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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71-6981004 韩先生
受让方：内蒙古巨锐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山路2号街坊

15号楼423号室
联系人：姚先生 联系电话：18747786828

2019年1月10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6月27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内蒙古维邦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托福煤炭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
38,000,000.00
12,300,000.00

利息
33,133,696.63
2,396,497.11

担保人
内蒙古新维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达拉特旗万通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2.刘虎林；3.郝萍；4.高原

抵押物
位于鄂尔多斯市“金融广场”S-E座商业在建工程，建筑面积13,2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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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人应支付给巨锐公司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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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快讯

本报1月9日讯 为进一步满足我区广大“快3”游
戏忠实粉丝的需求，内蒙古福彩继续为广大彩民朋友
奉上节日大礼，1月10日，我区“快3”游戏5000万元隔
日派奖活动再度震撼回归。

本次派奖规格与刚刚结束的“快3”游戏6000万元

派奖活动完全看齐，返奖率最高仍达74%，5000万元派
奖奖金将一直至派完为止。1月 6日，我区福利彩票

“快3”游戏6000万元隔日派奖活动落下帷幕，派奖期
间我区彩民凭借精彩表现接连收获惊喜好礼，“快3”游
戏呈现出奖销两旺的火爆场面。 （小叶）

福彩“快3”5000万元派奖火爆回归

遗失声明 ●不慎将玉泉区赵日兴水产肉食经销部的《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150121198212083917）丢失，声明作废。

■上接第1版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2019年工作要
点起草情况汇报，听取了自治区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安排情况汇报。

会议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听取

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听取了
关于对自治区本级 2019年计划报告
和计划 （草案） 初步审查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关于对自治区本级 2019

年预算 （草案） 及2018年预算执行
情况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等工作报
告。会议审议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兴
安盟工委、锡林郭勒盟工委、阿拉善
盟工委述职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事项。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14次党组会议和第30次主任会议

■上接第1版 要改进学习方式，强化
思想武装，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突出政协优势上做足文

章，彰显政协界别广泛、智力密集等优
势，以科学的思想武装推动提高政协
工作质量。要聚精会神抓党建，奋发
有为履好职，加强政治引领，自觉把政

协履职放在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中思考和定位，助力自治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展现
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作为。

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党组召开第4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
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日消
息，中央追逃办近日通报，“天网2018”行
动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335名（引渡17
人，遣返66人，异地追诉1人，缉捕275

人，劝返500人，边境触网202人，境内抓
获198人，主动自首等76人），其中党员
和国家工作人员307人，包括“百名红通
人员”5名，追赃金额35.41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2015年，在中央追逃办统

筹协调下，“天网”行动拉开帷幕。截至
目前，我国已连续 4年开展“天网”行
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
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
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天网2018”行动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33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