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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众友世纪金源购物广场
管理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汇金达清洁溶剂油有限
公司

鄂尔多斯市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河羊绒集团有限公司

0061200548- 2014 年 ( 东 煤) 字
0013号

0061200548- 2014 年 ( 东 煤) 字
0011 号、0061200548-2015 年东
煤（补）字0006号

06120548-2012 年 (东煤)字 0007
号

06120826-2013年（锦绣）字0004
号

0061201610- 2014 年（金 珠）字
0033号、0061201610-2015（展期）
0010号
0061201610- 2015 年（金 珠）字
0001号

06120801-2014 年 (东胜)字 0069
号

0061200006- 2014 年 ( 东 胜) 字
0169号
0061200006- 2015 年 ( 东 胜) 字
0205号
2014 年 (营业)字 0115 号/2015(展
期)0066号

2014 年 (营业)字 0128 号/2015(展
期)0067号

2014 年 (营业)字 0159 号/2015(展
期)0068号
2014 年 (营业)字 0193 号/2015(展
期)0069号
2014 年 (营业)字 0200 号/2015(展
期)0070号

2014 年 (营业)字 0210 号/2015(展
期)0071号

2015 年 (营业)字 0020 号/2016(展
期)0003号
2015 年 (营业)字 0028 号/2016(展
期)0004号
2015 年 (营业)字 0029 号/2015(展
期)0005号

鄂尔多斯市圣圆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李生
华、张东、杨子文、安冀

鄂尔多斯市圣圆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李生
华、张东、杨子文、安冀

李生华、安冀、杨子文、张东个人保证

鄂尔多斯市众友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邱永
胜和郝喜亮

鄂尔多斯市圣圆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李戈、
吕秀锦、王生明、刘建丽、张玉平、李雅洁

鄂尔多斯市圣圆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李戈、
吕秀锦、王生明、刘建丽、张玉平、李雅洁
席子义、乔永芳
魏立君、吴小燕
鄂尔多斯市华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无

巴彦淖尔利一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河
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杨永亮、代玉英

巴彦淖尔利一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杨永亮、代
玉英

杨永亮、代玉英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永亮、代玉
英

内蒙古九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海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永亮、代玉英

无

无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061200548-2014年东煤（保）字 0010
号、0061200548- 2014 年东煤（保）字
0005、0006、0007、0008号和最高额保证
合同（无编号）
0061200548-2014年东煤（保）字 0004
号、0061200548- 2014 年东煤（保）字
0005、0006、0007、0008号和最高额保证
合同（无编号）

2012年东煤保字001、002、003、004号

06120826-2013年锦绣（保）字0001号、
06120826锦绣（保）字2014-0001号

0061201610-2014年（金珠）保字 0020
号、0061201610-2015（展期）0010号和
最高额保证合同（无编号）
0061201610-2014年（金珠）保字 0025
号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编号）
06120801-2014年东胜(保)字 0036号、
06120801-2014年东胜(保)字 0037号、
06120801-2014年东胜(保)字0038号

无编号

无

2014年营业（保）字0014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23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1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2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33号
2014年双河法人（保）字0002号

2014年双河法人（保）字0003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38号
2014年双河法人（保）字0004号
2014年营业（保）字0042号
2014年海天（保）字0001号
2014年双河法人（保）字0005号

无

无

2015年营业（保）字0006号

伊金霍洛旗育才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伊金霍洛旗育才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蒙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伊
金霍洛旗育才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众友世纪金源购物广场
管理有限公司

无

无

鄂尔多斯市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华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

无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

无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

2012年东煤（抵）字001号

2012年东煤（抵）字001号

2012年东煤（股质）001号、2012年
东煤（抵）字001号
06120826- 2013 年 锦 绣（抵）字
0001 号、06120826-2014 年锦绣
（质）字0001号

无

无

06120801- 2012 年 东 胜 ( 抵) 字
0057号

06120801- 2012 年 东 胜 ( 抵) 字
0057号
0061200006-2015 年东胜(抵)字
0035号
2012年营业（抵）字0088号、2015
年营业（抵）字0097号

无

无

2012年营业（抵）字0088号、2015
年营业（抵）字0097号

无

无

2012年营业（抵）字0088号、2015
年营业（抵）字0097号
2012年营业（抵）字0088号、2015
年营业（抵）字0097号

无

240,749,614.35

184,970,000.00

559,986,129.00

110,400,000.00

37,369,236.29

41,417,702.07

112,078,693.35

22,165,901.94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保证人名称 保证合同编号 抵质押人名称 抵质押合同编号
截至2018年12月
31日的本金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2018年12月
31日的利息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上接第6版

本报包头 2 月 11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实习生 张远加）近日，北
重集团北方股份研制的国内首台110
吨NTE120AT无人驾驶电动轮矿车成
功下线，进入调试阶段，预计2019年上
半年进入矿山试运行，从而稳居我国继
美国、日本后世界上第3个进入无人驾
驶矿车研究领域国家的地位。

该车整车长 12.7 米、宽 6.73 米、
高5.2米，载重110吨，采用车辆线控

技术，可在矿山现场流畅、精准、平
稳地完成倒车入位、精准停靠、自动
倾卸、轨迹运行、自主避障等各环
节。此外，由于矿区内扬尘较多，常
规摄像头难以发挥作用，该车采用车
载传感器可依靠激光雷达与毫米波雷
达形成双重保障，使无人驾驶电动轮
矿用车可实现360°无死角感知。

据了解，在大型露天矿山开采
中，随着开采深度逐年下探，坡度

大、弯道多的现象逐渐增多，给矿山
生产增加难度；而矿区无人化运营是
加快数字化智慧矿山建设的有效途
径，有助于实现安全生产，降低人工
和整车使用成本，提升运行效率。随
着国内数字化智慧矿山建设的不断推
进，北方股份正加快与国内大型露天
矿山和专业信息化公司合作，通过为
矿车配置环境感知系统、行为控制和
决策系统、定位系统及高精度地图，

实现矿车的环境感知、行为预测和路
径规划及决策，自动按照矿山调度指
令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实现装载、运
输和卸载的循环作业。

研究数据显示，在合理考虑相关
因素的理论状态下，7台无人驾驶矿车
可替代至少9台车工作量，燃油成本
降低 6%，轮胎磨损减少 7.5%以上，
含节省人工成本在内的收益率可提高
49%。

国内首台载重110吨无人驾驶电动轮矿用车成功下线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阿妮
尔）近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呼和浩特海关2019年服
务自治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有关情况。

据悉，在服务自治区对外开放方
面，呼和浩特海关将抓住呼和浩特市
获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有利
时机，积极推动跨境电商海关监管与
服务政策落地；全力推进农业“走出
去”粮食回运口岸落地加工和蒙古国
饲草常态化进口，加快二连浩特进口
木材检疫处理区和加工区建设；深入
落实综合保税区新政21条，全力推动
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深化卫生检疫国
际合作和跨境病媒生物联合监测，共
同提升鼠疫等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及
源头治理能力；推进中蒙海关联合监
管作业纵深发展，加快“关铁通”项目
和TIR公约实施，促进中欧班列发展。

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方面，扎实
开展新一轮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
动，年内实现“单一窗口”主要业务应
用率达到100%；提升贸易全流程的电

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和业务协同
处理能力，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一站多报、进出境通关全流程无纸化，
在进出口监管证件联网核查基础上，
进一步实现证件网上申请办理；充分
挖掘压缩通关时间的潜力，多措并举
压缩各环节通关时间；今年将启动进
出境小车通道智能卡口建设工作，为
关区边民互市贸易系统、智能审图等
项目试点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
障；深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多证合
一”商事制度改革，优化企业注册登记
手续，降低企业营商成本；实施“多报
合一”改革，优化企业管理手续。

在维护国门安全方面，加强进境
疫病疫情风险监测，不断提升疫病疫
情、有害生物检出率；先行先试蒙古国
区域化引进屠宰活羊检疫模式，逐步
建立“境外无疫区区域化+生物安全通
道+边境口岸指定加工”的跨境动植物
生态安全陆路示范口岸；持续扩展“引
进优良种用动植物陆空口岸走廊”，带
动当地农畜产业的健康发展。

呼和浩特海关多项举措
助推自治区全方位对外开放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苏海
峰）近日，记者在内蒙古电力公司创新
工作成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该公司
参与研发的“复杂电网自律—协同自
动电业控制关键技术、系统研制与工
程应用”项目获得国家2018年科学进
步一等奖。

多年来，内蒙古电网深入开展科
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累计科技投入8.8
亿元，电网运行水平和科技含量显著

提高。同时该公司为职工搭建创新平
台，累计投入职工创新研发经费1200
余万元，建成职工创新工作室114个，
其中2个荣获“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研发创新成果
1216项，其中162项成果获得国家专
利，502项成果获得各级奖励。截止到
去年年底，该公司完成科技立项 879
项，获自治区科技奖80项，还被认定为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

内蒙古电力参与研发的科研项目
获国家2018年科学进步一等奖

本报乌兰察布 2月 11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柴思源 实习记者
张舒君）日前，四子王旗乌兰牧骑演播
大厅，金碧辉煌，歌声嘹亮，由中央宣传
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自治区电影
局、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举办的“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助力脱贫攻
坚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仪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和北京海威汇达计算机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向四子王旗赠送流
动数字电影设备一套。来自四子王旗
乌兰牧骑的演员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
文艺节目。活动最后，200多人一起观
看了电影《十八洞村》。

据悉，此次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展
映活动将在2019年“两节”期间以送电
影下乡为主题，精心挑选多部类型丰
富、适合节日期间全家共赏的优秀国产
影片放映。此次赠送的放映设备，将进

一步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当天，文化进万家活动在四子王旗

中心敬老院的食堂里拉开序幕。20几
位老人整齐地坐在桌前，一边等晚饭一
边看大屏幕上放映的电影《小官大道》，
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这电影挺好看，这种形式也不错，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这种感觉像进了电
影院，以前看电影还要2毛钱呢，现在
免费看多好，一群人围在一起也热闹。”

75岁的范生绪对记者说。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副主任季平说：“这次活动主要就
是让更多的小分队走进群众中间，用
电影的故事和镜头语言将党的声音和
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在全国农村电
影市场唱响礼赞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营造欢
乐祥和、喜庆热烈的浓厚节日氛
围。”

文化进万家助力脱贫攻坚公益电影展映启幕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
2018年，自治区气象部门以建设气象
现代化为主，科技实力稳步提升，综合
观测与信息化建设成效明显，预报预
测质量稳中有升，公共气象服务能力
显著增强，公众满意度达到92.58%。

去年以来，自治区气象局以“六项
举措”为牵引，为建设亮丽内蒙古贡献
气象智慧，防灾减灾救灾卓有成效，保
障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力，乡村振兴
保障服务提质增效，人工影响天气工

作赢得赞誉，专业服务结构和效益稳
中向好，重大战略服务保障更加有力。

2019年，全区气象部门将抓好规
划和重点工程落实，积极发展智能观
测业务、智能预报业务和智慧气象服
务；持续提升质量效益，扎实做好气象
保障服务；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
警，提升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提高
气象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加强能力建
设，巩固传统优势，拓展新兴领域，健
全激励机制，深化气象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持续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我区气象服务公众满意度92.58%

要闻简报

本报2月 11 日讯 （记者 张文
强）近日，为了给广大就诊患者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医院正式启用了智能导诊机器人娜日
和敖德。

本报呼伦贝尔 2月 11 日电 （记
者 刘玉荣）近日，京东金融小站、京东

（林都）特色馆、林都（牙克石）品牌建设促
进会在牙克石市豪德商贸城正式挂牌运
营，充分发挥京东金融小站、京东（林都）特
色馆的平台优势，为牙克石扩展林下产品
销售渠道，面向全国市场开启了新通道。

本报巴彦淖尔2月11日电 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税务局部分党
支部与巴彦淖尔市税务师事务所联合党
支部共计50余名党员共同开展了新年第
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岳宝民）

本报兴安2月11日电 针对节后
“三流”叠加高峰情况，乌兰浩特车站派
出所超常组织，全体民警放弃休息，全部
上岗在位，优先保障站区治安秩序平
稳。警力随着客流走，有效提升春运安
保力量，维护旅客乘降秩序，确保旅客出
行安全。 （李长彬 张春阳）

2 月 10 日，内蒙古
博物院志愿者与敬松老
年服务中心里的老人一
起制作灯笼。当日是农
历大年初六，内蒙古博
物院志愿者团队走进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敬松老
年服务中心，为老人们
带去礼品和精心准备的
文艺节目，送上节日祝
福。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志愿服务
温暖老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