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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计算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的应纳
税额。

4. 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是指将
创投企业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
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计算应分配给个人
合伙人的所得。如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规定条件
的，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被转让项
目对应投资额的 70%抵扣其可以从创投企
业应分得的经营所得后再计算其应纳税
额。年度核算亏损的，准予按有关规定向以
后年度结转。

按照“经营所得”项目计税的个人合伙

人，没有综合所得的，可依法减除基本减除费
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国务院确定
的其他扣除。从多处取得经营所得的，应汇
总计算个人所得税，只减除一次上述费用和
扣除。

5.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
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后，3年内不能
变更。

6.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
应当在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完成备案的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算方式备案；未
按规定备案的，视同选择按创投企业年度所
得整体核算。2019年 1月 1日前已经完成备
案的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

应当在2019年 3月 1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进
行核算方式备案。创投企业选择一种核算方
式满3年需要调整的，应当在满3年的次年1
月31日前，重新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7.税务部门依法开展税收征管和后续管
理工作，可转请发展改革部门、证券监督管理
部门对创投企业及其所投项目是否符合有关
规定进行核查，发展改革部门、证券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二）执行期限
2019年 1月 1日起至2023年 12月 31日

止。
五、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一）基本规定
1.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

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
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
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2.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指经工
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行农产品及其初
加工品现货批发或零售交易的场所。农产品
包括粮油、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品、
调味品、棉麻、活畜、可食用的林产品以及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确定的其他可食

用的农产品。
3.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房产、土地，是指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直接为农产品交
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商业餐
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
产、土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
按规定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4.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免税政策，应按
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载
有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租赁协议、房产土地
用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

（二）执行期限
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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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线上理赔？

微信、e宝、e店、销售职场/农村网点等非柜面申请理赔

二、线上理赔有什么优势？

足不出户轻松理赔。按照事故类型（身故、残疾、重大疾
病、医疗费用）提供不同理赔资料，拍一拍身份证、银行卡、病历
资料等，点一点即可上传。

三、什么情况免资料？

医疗费用发票票面金额10000元（含）以下津贴类、医疗费类
案件无需前往柜面递交资料即可完成理赔。国寿理赔，贴心相伴！

中国人寿线上理赔免资料

e店理赔扫一扫“我”

e宝理赔扫一扫“我”

微信理赔扫一扫“我”

锡林郭勒柜员照片

1月 14日下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开展全区首例“重疾
优先赔”服务。被保险人段先生，1月9日
晚突发急性心肌梗塞，随后在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段先生曾于2000年 6月 9日投保康
宁终身保险、2008年7月10日投保康宁定
期保险保额分别为1万元。1月10日病情
稳定后被保险人儿子拨打95519电话进行
报案。

在征得客户同意后1月14日下午工
作人员前往医院慰问。工作人员同主治医
生核实病情后，现场使用e店理赔进行理
赔申请。16：39客户完成签名、申请、17：

03接案受理成功，17：25结案。不足一小
时完成从报案到结案，不足一天收到
30000元赔款。

客户对我公司“足不出院的重疾先赔”
服务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赏，同病房的病友
也为中国人寿的优质服务点赞。

什么情况下可以享受重疾一日赔？
1.出险日期在保险合同生效2年后的

个人长险保单；
2.出险后3日（含3日）内报案；
3.被保险人首次罹患条款约定的急性

心肌梗塞、恶性肿瘤、病理诊断明确且无需
调查。

中国人寿重疾优先赔来啦

慰问客户送花 拍照留存化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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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内蒙古分公司”）拥有对兴和兴永
碳素有限公司等27户企业享有债权（以下统称“债权”），债
权项下债务人、担保人（含抵押人、出质人、保证人）及抵、
质押物等相关资产分别位于内蒙古各盟市。债权资产信
息见债权资产明细表。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
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
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
计算，本公告清单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
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中国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债权人，依法向各债务人、担

保人等义务人及其权利义务承继人催收债权，请各债务人、担
保人等义务人及其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
中国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及承担担保责任。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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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4号金融大厦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玉女士、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9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180599 698100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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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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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赤峰市

赤峰市

赤峰市

赤峰市

项目名称
鄂尔多斯市道和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锦道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毅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乌审旗金海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国力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荣达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准格尔旗大运汽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二连浩特正亚矿业有限公司
正蓝旗利锋乳制品厂

内蒙古民禾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奇缘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兴和县木子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

包头市大正化工有限公司
包头市京蒙商贸有限公司
包头市星级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星医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五原县华蒙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五原县雨承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鸿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中创伟业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托克托县龙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敖汉旗瑞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巴林右旗蒙驰食品有限公司

赤峰华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赤峰市文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3,806,101.96
13,292,358.15
4,802,343.40
4,279,938.52

15,211,344.66

140,000,000.00
22,199,246.38
4,648,702.52
3,245,709.34

80,000,000.00

2,594,905.43

147,967,354.15

514,032,831.25

7,543,433.80
7,714,383.47
3,810,104.59

14,241,996.97
64,998,728.57

6,806,305.29

4,994,028.21

6,849,612.89

2,159,204.61

4,190,000.00

8,495,251.64

1,964,527.35

20,985,188.79

1,688,191.57

1,122,521,793.51

担保情况
1.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益硕商贸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商业房产（5337.03m2）、土地使用权（商业用地，4577.99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2.何伟明、赵坤夫妇、何树怀、蒋桂英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内蒙古天誉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张世祥、谷子瑞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内蒙古天誉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图雅、德吉夫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内蒙古天誉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卜崇豇、付小莉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刘学平、田玉英、屈美玲、王常录、高升荣、李军以其各自持有的商业房产共2499.77平方米，田玉英、王常录以其各自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共341.38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2.内蒙古德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刘学平、孙芳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鄂尔多斯市瑞德煤化有限责任公司、黄陵县秦龙有限公司、咸阳华源石化工贸有限公司、陕西秦龙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秦龙餐饮娱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苗子恩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准格尔旗大运汽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1215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2.刘洋、牛舒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二连浩特正亚矿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40000平方米工业用地及3791.08平方米厂房提供抵押担保。 2.段金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锡林郭勒盟经元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史利锋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锡林浩特市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西段“民禾商务酒店”商务楼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其中：房产面积23483.26平方米，土地面积9012平方米。
2.张津浩以其持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东街16号3645.67平方米商务办公楼提供抵押担保。3.张宝林、郭俊霞夫妇、张津浩、王燕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胡宏以其持有的位于多伦县淖尔镇福盛社区府前街商业房产(1267.16平方米)及土地(396.38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2.温伯奇、张广芬夫妇、尹万兵、李小林夫妇、王亚玲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兴和县木子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兴和县的336462.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7789.69平方米房屋提供抵押担保。
2.内蒙古金隅岱海旅游度假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凉城县岱海镇五苏木旅游区的103753.97平方米土地、4441.93平方米房屋提供抵押担保。
3.李春平以其持有的3940.77平方米房屋、21235.3平方米土地提供抵押担保。4.兴和县木子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四台机器设备提供质押担保。5.李春平、陈秀莲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抵押：（1）北京市皇家艺苑名品工贸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胡庄的25068平方米旅游培训用地、12223.28平方米房屋提供抵押担保；
（2）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兴和县的474884.1平方米工业用地、350832.9平方米商住用地、27844平方米厂房提供抵押担保。
2.质押：（1）靳登永、杜本华以其合计持有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2）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机器设备127台提供质押担保；
（3）兴和兴永碳素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存货为3077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3.保证：靳登永、高淑莲夫妇、靳冬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政、魏小芹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王鑫、赵郁夫妇、李鹏、刘建萍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内蒙古中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邢文义、白丽霞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刘开元、李二玲夫妇、刘建东、胡巧娥夫妇、张太薇、媛媛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内蒙古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张掖市临泽县共计六个分厂的土地、房屋、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1.抵押:（1）安平以其持有的位于五原县和胜乡旧政府所在地的土地和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其中土地面积14356.79平方米，房产面积4678.58平方米；
（2）安平以其持有的位于五原县隆兴昌镇红卫办事处祥和家园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面积116.31平方米；姬美林以其分别持有的位于五原县隆兴昌镇胜利办事处广原小区的房产（面积92.01平方米）以及位于五原县
隆兴昌镇新建办事处今日芳苑房产（面积100.86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2.巴彦淖尔市吉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590万元贷款本息提供保证担保；安平、徐晓桦夫妇、安子智、赵秀花夫妇提供保证担保。
巴彦淖尔市吉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600万元贷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刘华、张娟夫妇、王海春、葛瑞娜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吕建明以其持有的位于五原县隆兴昌镇红卫办事处和胜路东5492.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及2792.15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2.巴彦淖尔市吉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600万元贷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吕建明、乔鸿燕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抵押：（1）孟宪君以其持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青城上院小区雅静苑9#楼3单元302号提供抵押担保；（2）张济东夫妇以其持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路上海开天花园小区14号楼-1至3层1-
102提供抵押担保；张谦以其持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东街锦华小区综合楼1层1011号、3011号、2层6021号、6022号、6023号、6024号、6025号、6026号、6027号、6028号，位于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汇金
道电力城17#楼三层西户提供抵押担保。2.张济东、周燕夫妇、王宇、叶井莲夫妇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托克托县龙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呼准公路70公里处托克托县电厂新区2号、3号商业房产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其中房产面积2907.5平方米，土地面积8455.85平方米。
2.王雪军、邬环夫妇提供保证担保。
1.抵押：瑞佳建材持有的16651平方米工业用地提供抵押；混凝土运输车四辆，评估值合计467万元；汽车两辆，评估值合计69万元；商厅5处，分别为位于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新中街东，新惠路南，面积618平方米；赤
峰市敖汉旗长胜镇本街，面积61平方米；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本街，面积91平方米；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本街，面积59平方米；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本街，面积110平方米。
2.保证：冯树刚、陈艳夫妇提供保证担保。
1.蒙驰食品持有的居住用地提供抵押担保。 2.李景峰、李春艳夫妇提供保证担保。
1.抵押：华孚科技以其持有的房屋（六处，共19559.02㎡）及一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25109.19㎡）提供抵押担保。
2.雷恒孚、佘凤英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文杰金属持有的工业用地及厂房抵押，其中土地面积6666.84平方米；厂房位于翁牛特旗玉龙工业园区内，第一处面积439.68平方米，第二处面积970平方米，第三处面积744平方米。
2.王俊、吴晓芝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