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9 日，公司以部门为单位，组织生产管理人员和
基层班组长开展安全大讨论活动，积极营造健康安全发
展环境。

公司牢固树立“全面安全”理念，突出预防为主、源头
治理和过程管控，细化措施，优化管理，持续开展安全管
理提升活动，积极推动本质安全建设。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细化责任 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目前，一年一度的春季检修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国
网开鲁县供电公司通过打好春检“严、细、实”组合拳，确

保春检安全可控、能控、再控。护航春检工作取得积极实
效。 （刘艳杰）

开鲁县供电公司：打好春检“严、细、实”组合拳

为了确保春耕期间供电线路、设备安全可靠供电，
近日，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六户供电所提前安排部署，
组织一线人员对所辖区内两条 10 千伏水浇地线路、设

备进行巡视检查，及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确保农民春
耕期间电网、设备安全可靠供电。

（刘艳佐 杨思远）

提前部署春耕保电工作

在落实国网公司“五统一”企业文化在班组落地实践
活动中，国网开鲁县供电公司通过“内化于心、固化于制、

外化于形、实化于行”，将企业文化导入班组建设中去，为
班组注入文化灵魂。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四化”推进统一企业文化在班组落地

为进一步提升低压台区线损管理水平，今年以来，公
司落实多项措施，有效减少电量损失，降低台区线损率，

多点发力细化线损管理，更好地提升了台区线损管理水
平。 （高春辉 魏殿欣）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多点发力 细化措施 打好线损治理攻坚战

近日，在库伦旗供电公司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专题会议上，公司总经理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主管公司

党委决策部署，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库伦旗供
电公司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

国网库伦旗供电公司：上下齐心 全力以赴 打响三大攻坚战

3 月 13 日，科左中旗旗委常委、常务副旗长王洪江带
领科左中旗安全生产第五监督组成员到科左中旗供电公
司现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督察组一行人听取了该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汇报，

与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检查了该公
司办公楼消防设施状况，对该公司“春季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的布置安排、春季安全培训等工作给予了肯定。

（魏殿欣）

科左中旗旗委常委、常务副旗长王洪江一行
到科左中旗供电公司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实施
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确保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能够落地生根，国家税务总
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积极作为、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力
以赴做好减税降费各项工作，深入扎
实推进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措施落
深、落细、落实。

一是提高思想站位，明确责任清
单。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
领导直接负责，各职能科室各负其责
的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政策落实、征管核算、督导督
办、服务宣传工作组，配备精兵强将，
按照时间节点梳理任务清单，统一思
想认识，确保减税降费工作有序推
进。创新工作方法，采取“绩效”+

“督导”的方式，一是指标赋分入绩
效，责任压实到个人。将减税降费工

作列入绩效指标考核，明确减税降费
工作责任清单，确保高标准完成。二
是督导督查看落实，贯彻执行全覆
盖。成立减税降费督导工作小组，负
责日常减税降费工作执行情况的落
实和协调工作，以任务清单的形式针
对减税降费的各项工作进行督导督
查。

二是开展宣传培训，扩大政策影
响。对内，提升工作人员内功作为首
要任务，组织全员对新出台的政策进
行研读，以自主学习为主，集中培训
为辅，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
平。办税大厅利用每天晨会、每周固
定例会开展专项培训辅导，办税服务
厅电教室循环播放减税降费培训视
频，制作减税降费相关政策系列二维
码，大厅一线工作人员利用碎片化时
间随时学习充电。对外，充分利用办

税服务厅、办税延伸点、税企微信群
等载体开展多渠道、广覆盖的减税降
费政策宣传，让纳税人和缴费人第一
时间知晓小微企业普惠新政和减税
降费的各项举措。

三是狠抓办税辅导，强化服务保
障。在办税大厅设置清税注销专窗、
个人所得税专窗、减税降费专窗，在
政策解析室设置由税政股、税源管理
股等部门抽调业务能手组建减税降
费政策解析团队，轮流值班，点对点
精准辅导，收集反馈纳税人办税诉
求，帮助纳税人解决办税难题。通过

“轶宾课堂”、上门辅导、专题宣讲等
方式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帮助纳税
人、缴费人明晰政策口径和适用标
准，确保小微企业涉税“诉求有处提、
疑惑有人解、事项有人办”，不断提高
纳税人的办税满意度和获得感。

减税降费乘春风 惠民利企暖人心

自全面打响“金三并库”工作攻坚战以来，国家税务
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提升站位，主动作为，切实
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保障，强化责任落实，全力以赴
推进并库工作顺利开展。

强化组织保障，狠抓工作落实。制定工作方案，强
化工作统筹，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主抓、征管
部门推进、相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强化工作落实，由业务骨干组成的并库业务组和技术
组，积极应对数据并库的系统技术和业务问题，确保并
库工作有序推进。

强化数据清理，夯实征管基础。按照“紧盯数据存
量、严控问题增量、提升清理质量”的思路紧抓数据清
理，严格对标工作标准和规定时间节点完成数据修改任

务，加强人员培训力度，减少发生录入数据质量不高、操
作不规范、程序不到位等问题，严防新问题数据产生。

强化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建立联动反馈机制，
采用微信工作群专人统一整理，直接反馈处理等方式，快
速解决问题。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利用下班后
时间将白天的业务全岗、全量、全流程录入，并及时填写问
题反馈表单和台账，做到当天问题当天反馈。

强化培训辅导，确保宣传到位。对内加强培训，确
保每一位税务干部准确理解通告内容。对外通过在办
税服务厅张贴通告，在税企 QQ 群、微信朋友圈等广泛转
发停机通告等多种方式，让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及时知
晓系统停机有关事项，尽量减少系统停机对纳税人、缴
费人的影响。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
全力打好“金三并库”攻坚战

为确保各项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
实到位，减轻纳税人负担、激发市场活力，让改革红利及
时惠及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采
取积极措施全面部署落实减税降费工作。

强化领导，抓好统筹。成立领导小组，健全工作机
制，层层压实责任，统筹推进落实减税降费工作。各工
作组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搜集，每日上报落实情况、经验
做法、相关数据意见建议等信息。

多措并举，广泛宣传。聚焦个人所得税改革，最新减
税降费政策，通过办税服务厅、公告栏、纳税服务 QQ群等

广泛开展宣传报道。将减税降费工作纳入培训计划，对不
同类型的纳税人开展多层次、多阶段、多方位的培训辅导，
提高公众参与度，确保减税降费新政精准落实。

提前预判，精准分析。将税收核算分析、征管衔接、纳
税服务等工作做到实处，着力加强新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统
计和核算分析，提高核算的全面性、精准性、时效性。

坚持回访，接受监督。严格实施督促回访制度，定
期或不定期地对辖区内纳税人进行回访，积极配合好有
关部门组织开展的督查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推进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
四项措施确保减税降费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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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松山区税务局把确
保减税降费工作落地生根作为税收工作的主题，作为
一项必须做细做实的政治任务，不断转变职能、优化服
务，采取一对一精准宣传辅导，确保各项政策措施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

在松山区税务局的指导下，赤峰泽昊保温材料有
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姚晓明输入本月销售额 5 万余元
后，“应纳税额”栏目显示为零。他这才体会到国家此
次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的福利性，赤峰泽昊保温材
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保温材料销售的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2018 年月销售额平均在 6 万元左右。按原来
的标准，每年累计需要缴纳增值税为近两万元。但从
今年开始，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都被
纳入了免征增值税的范围。

“今年开始公司每个月基本都不用缴纳增值税了，

轻松省下近两万块钱呢！”姚晓明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
消息告诉了公司法人。

“最近看到报纸、微信上都在说‘减税降费’，正想多
了解下，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政策送上门了。”姚晓明
对松山区税务局减税降费政策宣传队的队员们说道。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松山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负
责人表示，今年在传统培训式宣传的基础上，将大力推
广网上、掌上、线上、线下“四位一体”智能咨询系统，
实现对小微减税政策的全时段精准化解答，保证税企
联络不间断，税收宣传“不掉线”，充分满足纳税人的
咨询需求。同时，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组成“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分队，更深入采集参训企
业信息，进一步实现点对点精准宣传，满足企业的个性
化需求。

（姜雪然）

松山区税务局精准落实减税降费工作为企业量体裁衣

一、债权情况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以下简

称“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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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将内蒙古自治区机械设备进出
口公司等 5 户不良资产（详见下列公告清单）中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

行与华融内蒙古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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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依法将内蒙

古自治区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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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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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华融内蒙古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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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中信大厦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0471—5313750

受让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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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楼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
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70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81004

2019 年 3 月 21 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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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8 年 6 月 2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原债权人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中信银行鄂尔多斯分行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债务人

内蒙古自治区机械设
备进出口公司

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永业农丰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15,000,000.00

85,879,038.16

98,249,500.00

157,950,000.00

150,215,645.00

507,294,183.16

利息

2,831,591.67

12,439,620.30

16,590,913.43

23,345,408.13

48,240,583.31

103,448,116.82

债权合计

17,831,591.67

98,318,658.46

114,840,413.43

181,295,408.13

198,456,228.31

610,742,299.98

保证人

无

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郭
占春、郭秀英

鄂尔多斯市大磊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高玉峰

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赤峰市辽
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淦、边修慧

内蒙古永业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吴子申、尹萍

抵（质）押物
内蒙古赤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萨拉齐分公司以坐落于萨拉齐镇影院街南侧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一宗提供抵押，土地使用权面积 97,446.72 平方米，编号为土国用（2008）字第 200 号，土地用途为商业、住宅。
（1）土豆集(内蒙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位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东河路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 96,988 平

方米和房产面积 18,674.56 平方米提供抵押；（2）内蒙古乌兰浩特奈伦淀粉工业有限公司以位于乌兰浩特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 120,995 平方米和房产面积 6,115 平方米提供抵押；（3）内蒙古奈伦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持有的“奈伦”牌商标（商标注册号分别为第 939336 号、第 93937 号、第 9410017 号、第
940019 号、第 954520 号、第 954600 号、第 954520 号、第 954600 号、第 971957 号、第 971967 号）提供质押。

（1）高玉峰、高玉奇、康继荣等 3 人以其持有的鄂尔多斯市大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2）鄂尔多斯市大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权证号为东国用（2010）第出让 268 号、土地面积为
30,451.77 平方米，东国用（2011）第出让 162 号、面积分别为 14213.30 平方米，东国用（2011）第出让 180 号、
面积 11,450.90 平方米；（3）鄂尔多斯市大磊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以其与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经济开发区土地储
备中心的 9,690 万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

赤 峰 市 辽 溪 矿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以 辽 溪 矿 业 乃 林 坝 铜 铅 锌 矿 采 矿 权 提 供 抵 押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C1500002009123210046498。

内蒙古永业农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1）3 处房产，权证号为土左金山第 105 号、第 110 号、2010 第
138 号，面积 13,063.99 平方米；（2）1 处土地使用权，地号：JS-14-16-007,位于金山开发区金山大道南，用途
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面积 80,000 平方米；（3）位于金山开发区金山大道永业农丰园区院内库房内
的生命素（水剂、植物生长营养液）提供抵押。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融内蒙古分公司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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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由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含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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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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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措施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