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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3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及其下属机构将以下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
的债权及债权项下的从权利、相应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或其
他应付款等权利、权益，已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特公告通知与
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
债权转让的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或其他还
款义务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3月1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名称

呼和浩特市兴皓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东海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河羊绒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创美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大兴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利一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和祥瑞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禾金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债权合同编号
[HTZX03S1014120029]
[HTZX03(个高保1)20120029]
[HTZX03(个高保2)20120029]
[HTZX03(个高保3)20120029]
[HTZX03(个高抵2)20120029]
[HTZX03(个高抵1)20120029]
[HTZX03(高保)20120029]
[HTZX0710120140005]
[HTZX07(个高抵)20140005]
[HTZX07(个高保)20140005-1]
[HTZX07(个高保)20140005-2]
[HHHT0110120150055]
[HHHT0110120150056]
[HHHT0110120150057]
[HHHT01(个高保)20150055]
[HHHT05(高抵)20130045-补充1]
[HHHT05(高抵)20130045-补充2]
[HHHT05(个高抵)20130045-补充1]
[HHHT05(个高抵)20130045-补充2]
[HHHT01(高抵)20150055]
[HHHT01(个高抵)20150055]
[HTZX0510120140003]
[HTZX0510120140003-21]
[HTZX0510120140003-11]
[HTZX0510120140003-12]
[HTZX0510120140003-13]
[HHHT0910120150031]
[HHHT0910120150032]
[HHHT0910120150033]
[HHHT09（高保）20150033-1]
[HHHT09（高保）20150033-2]
[HHHT09（高保）20150033-3]
[HHHT09（高保）20150033-4]
[HHHT09（高保）20150033-5]
[HHHT09（个高保）20150033]
[HHHT09（高抵）20150033-1]
[HHHT09（高抵）20150033-2]
[HHHT0110120160041]
[HHHT01（高保）20160041]
[HHHT01（个高保）20160041-1]
[HHHT01（个高保）20160041-2]
[HTZX1410120140001]
[HTZX14（高保）20140001]
[HTZX14（高保）20140001]
[HTZX14（高抵）20140001]
[HTZX1310120140001]
[HTZX13（融资）20140001]
[HTZX13（个高保）20140001]
[HTZX13（高抵）20140001]

债权合同名称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担保人

鄂尔多斯市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郭瑞芳、刘明、邵凤龙、高玉兰、刘永胜、郝二林

刘荣、杜彩虹、曹向东、侯红燕

杨永亮、代玉英、内蒙古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永光、温红梅

邬泽宇、苏巧、包头市创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创美装饰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高亚恒、裴茜、巴彦淖尔市兴农农牧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利一泰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市大业煤化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大兴高新建材有限公
司、内蒙古九泰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大兴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兴农农牧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冀胜利、刘锐利、冀永利、张丽霞

马勇、李晓平、内蒙古典雅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王飞、董俊英、内蒙古禾金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元）

11,996,488.69

17,000,000.00

43,399,000.00

18,995,529.35

80,000,000.00

49,990,000.00

10,892,935.37

5,000,000.00

237,273,953.41

利息/罚息（元）

5,648,502.89

6,395,489.87

11,159,353.59

7,156,247.64

11,652,515.42

6,325,753.22

8,690,614.28

2,455,133.64

59,483,610.55

费用（元）

20,000.00

0

0

0

0

0

0

22,500.00

42,500.00

转让基准日：2018年10月11日

●不慎将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高清清的《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编号：
2015115040110428）和《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615001143）丢失，声明作
废。

●不慎将2013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孟克达来的学籍档案（专科起点本科）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霍晓
庆）3月12日，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
今年我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0元，
全国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11位。这是继
2017年提标之后，实现三年两次提标。

据了解，我区全面落实残疾人两
项补贴制度，着力解决残疾人生活困
难和照护困难的问题。2018年，全区
投入资金2.76亿元，为24.6万名困难
残疾人发放了生活补贴，为25万重度
残疾人发放了护理补贴。一些有条件

的地方结合实际，提高补贴标准，扩大
补贴范围。其中呼和浩特市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标准达到每人每月108元，
鄂尔多斯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最高达到每人每月333元，鄂尔多斯市
还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范围扩大至

三、四级精神残疾、智力残疾人群。
今年，自治区下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

金3.55亿元，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
金9847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
9485万元已经于去年底预拨到各盟市，
剩余资金将尽快拨付到位。

今年我区残疾人两项补贴又提高
本报巴彦淖尔 3月 12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这几天，乌拉特中旗呼勒
斯太苏木巴音吉拉嘎嘎查牧民乌日恒
一家正忙着接春羔。乌日恒家中共有
200多只山羊，由于饲草料储备充足、棚
圈保温条件改善，今年母羊产羔率和羔
羊的成活率都有了提高。

看着棚圈里活蹦乱跳的小羊羔，乌日
恒心里乐开了花，他高兴地说：“去冬今春已
经接了130多只羊羔，接羔率达到100%。
到了秋天把130多只羊羔卖掉的话，按现在
市场价来算，能赚70000多块钱。”

乌拉特中旗是一个农牧结合的旗县，
畜牧业是全旗优势特色产业。该旗从转变
畜牧业经营方式入手，按照“控制头数、优化
结构、加快周转、提高效益”的思路，把接羔
保育工作作为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增加牧
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来抓。旗农牧业局通过
积极组织开展饲草料调运和储备工作，加固
维修保暖棚圈，加强疫病防治和免疫，选派
养殖专业技术员对牧户进行技术指导服务，
有效确保接羔保育顺利进行。截至2月底，
该旗已接产仔畜约93.4万头（只），成活仔畜
约92.3万头（只），仔畜成活率达98.8%。

乌拉特中旗母羊产羔率和仔畜成活率双提高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王雅静）3月11日，2019
世界任意球大师赛新闻发布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由内蒙古足球协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呼和浩
特市体育局承办的2019世界任意球大师赛将于6月在呼和
浩特体育场隆重举行。承办方称，赛事将科技、创意、互动、
娱乐相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足球赛事，力争呈
现一场高规格、高品质的年度足球盛宴。

世界任意球大师赛是由世界各国顶级球员和门将进
行的个人对决。该赛事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

办了两届。梅西、罗纳尔迪尼奥、齐达内等世界名将，以及
我国的优秀足球运动员申思都在该赛事中一展风采。赛
事直播累计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观看人数超过10
亿。

据介绍，赛事品牌方星盟鼎君文化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将世界任意球大师赛引进中国，希望将其打造成足
球界的“超级碗”。据了解，本次赛事邀请到包含世界足
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球员、金足奖获得者在内的十几名
国际球星参赛。比赛期间还将举行嘉年华、娱乐表演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球迷们奉献一场全方位的足球盛宴。

世界任意球大师赛6月登陆青城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康丽娜）近日，
内蒙古电力集团组织召开学习全国“最美退役军
人”郑璐先进事迹座谈会，号召和激励广大干部职
工学习先进事迹，努力担当作为，爱岗敬业奉献，凝
聚发展合力。

2018年11月，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首次联合授予20名同志为全国“最美退役军
人”，原乌海电业局输电管理处处长、现公司生产
技术部副部长郑璐同志光荣上榜，成为全国电力
行业和自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优秀典范。他所
带领的乌海输电处连续5届蝉联自治区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输电专业团体第一名，成为自治区首
个获评“北疆楷模”的集体。郑璐本人先后获得

“全国优秀复转军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座谈会上，郑璐及退役军人代表讲述了先进事
迹，相关单位负责人就退役军人管理和保障工作开
展情况及公司相关政策进行了简要汇报介绍。内
蒙古电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成强调，公司
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主动向模范学习，向先进看齐，着力培养
忠诚干净担当的蒙电时代新人，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优秀干部员工队伍，为实
现“全新责任蒙电”高质量发展汇聚起磅礴力量。

内蒙古电力集团召开学习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座谈会 本报巴彦淖尔3月12日电 （记者 韩继旺）随着

气温转暖回升，乌梁素海湿地逐渐开始冰消雪融，大批
北归候鸟翩翩而至。这些鸟儿在湿地上觅食嬉戏、振翅
翱翔，给春天的乌梁素海增添了无限生机。

据乌梁素海水禽自然区保护管理站站长马海明介绍：
“一些鸭类、雁类、鹭类候鸟‘先头部队’已经飞抵乌梁素海，
在一些消融的海边芦苇地筑巢安家，估计能有几十万只。”

乌梁素海是地球同一纬度最大的湿地，也是欧亚大
陆鸟类迁徙的主要通道。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先后实施
乌梁素海生态补水、点源、面源和内源治理等工程20多
项，乌梁素海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在此栖息、繁育的
鸟类也明显增加，现已成为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疣鼻天鹅

的重要繁殖地。
据乌梁素海水禽自然区保护管理站统计，2018年，

迁徙经过乌梁素海和在这里繁殖的鸟类已经达到260
多种，总数量突破 600万只。其中，疣鼻天鹅数量从
2000年的20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近千只。

为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林业部门专门在乌梁素海
湿地划定了鸟类筑巢、产卵核心区，禁止人类活动干扰；
建立固定监测点、巡查路线，采取专人巡护、定期监测等
措施监护鸟类栖息、繁殖情况。每年5月至7月，保护区
都实行季节性禁渔措施，尤其对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重
点管控，给在此安家的候鸟营造出适宜、安全的栖息环
境。

乌梁素海迎来大批北归候鸟

本报鄂尔多斯3月12日电 （记者
王玉琢）今年，鄂尔多斯市继续大力推进
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煤化工产业链，
引进煤化工精深加工项目，加强企业能耗
限额监管，加快节能改造步伐，推进煤化工
产业向精深化发展，计划新开工8个现代
煤化工项目，新增化工产能219万吨。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围绕煤炭的清洁
高效利用，引进实施煤炭精深加工、转化增

值项目，目前已有28户现代煤化工企业相
继落户，构筑起了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甲
醇烯烃、煤基新材料4条产业链，并围绕延
伸甲醇、烯烃等基础化工产业链，积极谋划
发展煤基新型碳材料、石墨烯、高分子材料
等新材料产业，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
端化迈进。2018年，鄂尔多斯市煤化工行
业实现产值达526亿元，同比增长43%，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

鄂尔多斯推动煤化工精深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