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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从权利的现状（包括法律状态和物理状态等）、瑕疵、缺陷及风险，并
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2.上述公告清单所列示为截至基准日的本金余额和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
罚息、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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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良债权及其项下的权利义务一

并转让。
3.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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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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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拥有对乌海市姚舜农业等 12户的不良债权及其从权
利，拟进行打包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收购基准日，本次拟处置债权资产金额为260,

563,326.97 元，其中本金 238,457,714.48 元，利息 22,
105,612.49元。债权资产所在地为内蒙古乌海市。详见
下表：

二、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可承担购买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处置方式
按照《资产处置操作规程》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

置，处置方式为拍卖、挂牌转让、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
告。公告内资产可以单户处置或组包处置。

请投资者登录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
询。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

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9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0471-69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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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竞价处置公告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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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名称

乌海市姚舜农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乌海市新晨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泰虎防盗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亨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海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银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阳光万豪酒店有限公司

乌海市景昊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乌海市飞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万方精洗煤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彤阳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乌海市欣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基准日

2017年6月30日

2018年7月20日

2018年7月2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8年7月20日

2018年7月2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8年7月20日

2018年7月20日

2018年7月20日

债权合计

10,333,849.28

23,286,878.43

14,357,884.89

12,407,867.72

62,120,914.65

30,720,832.07

67,114,959.49

4,050,000.00

6,364,012.94

5,980,585.71

15,612,896.75

8,212,645.04

260,563,326.97

本金

9,892,374.29

23,039,710.95

14,357,884.89

8,873,031.31

52,690,813.50

24,257,462.75

67,114,959.49

4,050,000.00

5,999,819.28

5,980,585.71

13,988,427.27

8,212,645.04

238,457,714.48

利息

441,474.99

247,167.48

3,534,836.41

9,430,101.15

6,463,369.32

364,193.66

1,624,469.48

22,105,612.49

担保措施
保证情况

保证人：乌海市金旭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刘占荣、陈改春、姚埃明、周贵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保证人：乌海市新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保
证担保，李萍及配偶沈冬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保证人：内蒙古方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
蒙古新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明忠及其配偶高
翠莲、付爱仙及其配偶张磊、张二飞及其配偶高翠
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法人折建荣及其配偶赵玉英、折晓敏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法人张世堔及其配偶刘丽萍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法人王国银及其配偶李春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杨晴亮、陈小莉、鄂尔多斯市鑫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鑫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法定代表人金勇成及配偶黄华、股东
石景夫及配偶王凤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乌海市飞远制砖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毛远亮及其配偶艾雄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许旭岗及其配偶屈宏艳、刘刚、王煜
玲、王燏刚、樊龙、杭锦旗汉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白治峰、薛敏、宋永歧、白莲娥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鄂托克旗百川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鄂托克旗长河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托
克旗中山宇荣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王永胜及
其配偶李凤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质押情况
抵押物：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高效农业园区广裕路北1处商业

用房和3处工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其中办公楼面积1974.48㎡，工业用房
面积共计为4286.64㎡，房产对应抵押土地面积24000平方米。

抵押物一：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河北路西15号201、301、401号，抵
押2-4层，使用面积为1592.22平方米商业用房。土地性质为出让。抵押物
二：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华东街北三街坊凯豫苑2号楼01号商业用房，抵
押1-5层，使用面积为2053.40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出让期2007年4
月至2023年4月止。抵押物三：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海达街十七号商业楼，
抵押1-2层，使用面积为1151.27平方米。

抵押物一：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路52号办公楼3623.17平方米；
抵押物二：位于海勃湾区海拉北路52号-6号商铺270.79平方米，抵押土地
面积为423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抵押物三：位于
鄂托克旗蒙西镇千新路北包兰铁路东的工业用房3665.66平方米，抵押土地
23012.9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原质押物为质量较差的原煤，实际大部分为煤矸石，大部分存在自燃过
火现象，状态较差，且已折抵部分债务。

抵押物一：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彦乌素东街东山路西1号海南工业大厦
5处商业房产，面积共计为1934.69㎡；抵押物二：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卓子山
街二十五街坊海南佳园综合楼的2处商业房产、3块土地，房产面积共计为
249.47㎡，3块土地面积共计为73402.96㎡，用途为商业，土地性质为出让。
部分土地地上建筑物存在未抵押情况。

无
鄂尔多斯市鑫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狮城大街南侧

阳光万豪大酒店296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22456.91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
提供抵押。抵押物为-1-12层，共13个房产证。

抵押物一：位于乌海市海南区拉僧仲西街 49号的商业房产，面积为
1570.15平方米，1-5层。抵押物二：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的临街商铺1-2楼，
面积122.58平方米。抵押物三：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德顺祥庭住宅，面积
127.45平方米。抵押物四：位于乌海市地税小区住宅，面积149.11平方米。

位于乌海市海南区黄河南路纬四街益民小区二期商业楼15号商业房
产，面积：2367.79㎡，目前用途为宾馆，目前为半停业状态。

13.5万吨煤炭提供动态质押。

乌海市彤阳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乌达区的工业土地
77029平方米及房产21012.21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一：公司以其4.5万吨煤炭提供动态质押担保，有监管公司管理，
定期向银行报告存货流动情况。抵押物二：位于鄂尔多斯棋盘井镇富康街
南永宁路西的办公楼，建筑面积686.3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37.26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

■上接第9版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

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
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人
均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
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是指农产品
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4］居住类价格包括租赁房房租、
住房保养维修及管理、水电燃料等价
格。

［5］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
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
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
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
业中的工业相关行业。

［6］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
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
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7］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8］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
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
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9］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是指工业企
业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
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
造提升，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投资活动。

［1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原煤、
焦炭、原油、发电量为全社会口径，其余
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

［1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
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
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
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
的投资。

［12］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
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
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
资。

［13］“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4］互联网宽带用户是指报告期

末在电信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xDSL、
FTTx+LAN、FTTH/O以及其他宽带
接入方式和普通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
的用户。

［15］移动互联网用户是指报告期
末在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息，占用3G
或4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

［16］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
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17］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口径按当量值计算。主要耗能工业
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
准煤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

再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
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价格指数、
人民生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
量、猪牛羊禽肉产量、禽蛋产量、牛奶产
量、猪牛羊存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内
蒙古调查总队；退出煤炭产能来自工业
和信息化厅；关停落后小火电数据来自
能源局；农牧业机械总动力数据来自农

牧厅；对外贸易来自呼和浩特海关；实
际利用外资来自商务厅；注册企业数和
有产品质量检验证书的机构数据来自
市场监督管理局；客货运量、客货运周
转量数据来自交通运输厅、铁路部门和
民航部门；汽车数来自公安厅；电信数、
电话数、移动互联网数来自通信管理
局；邮政业务量、快递业务量来自邮政
管理局；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公共图
书馆、博物馆、旅游数据来自文化和旅
游厅；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厅；金融数据
来自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保险
数据来自银保监局；医疗保障数据来自
医疗保障局；教育机构数、学生数、入学
率来自教育厅；重大科技成果、理论成
果、技术成果和软科学成果数、专利数、
合同成交金额来自科学技术厅；电视广
播覆盖率、用户数来自广播电视局；体
育数据来自体育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
卫生健康委员会；电影数据来自电影集
团；社区服务设施数、福利机构、最低生
活保障、福利彩票数来自民政厅；林业
数据来自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区个
数及面积来自生态环境厅。其他数据
均来自统计局。

内蒙古自治区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报呼伦贝尔3月20日电 （记
者 刘玉荣）3月 18日是全国文化市
场法制宣传日，当天上午，呼伦贝尔
市在海拉尔成吉思汗广场举办“3·
18全国文化市场法制宣传日暨迎十
四冬·呼伦贝尔旅游服务品质提升年
活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
倡 议 书 ，倡 议 呼 伦 贝 尔 市 文 化 旅
游、各服务行业要着力改善服务细
节，优化服务流程，美化服务环境，
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准；倡

议广大市民，要自觉树立“人人都
是宣传员，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
都是呼伦贝尔文化旅游形象大使”
意识，为办好冬运会、建设美丽幸
福呼伦贝尔贡献力量。

此次活动由呼伦贝尔市委、市政
府主办，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十四冬大型活动部办公室）承办。
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体育局、商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各旗市区文旅
（体、广）局、市直文旅广系统等单位
人员参加启动仪式。

迎十四冬·呼伦贝尔旅游服务
品质提升年活动启动

本报 3月 20日讯 （记者 施佳
丽）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获悉，该局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在阿拉善
阿左旗巴彦浩特镇北部的一个水库发
现6只青头潜鸭，这是阿拉善时隔22年
后再次发现青头潜鸭。

青头潜鸭是雁形目鸭科潜鸭属的
鸟类，分布于中国、孟加拉国、蒙古等
地，每年 3月中旬即从南方越冬地迁

往北方繁殖，秋季于10月中旬开始迁
往南方，繁殖期主要栖息在富有芦苇
和蒲草等水生植物的小湖中。由于过
度狩猎和生境恶化，其繁殖和越冬湿
地被破坏，目前，青头潜鸭全球仅存
约 150—700 只。2009 年，青头潜鸭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鸟类红
皮书名录。2000 年 8月 1日，列入中
国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13 年，列
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

近年来，阿拉善在生态建设和保护
上，围绕“以人退带动沙退”的生态建设
思路，着力打造国家重要生态功能示范
区、国家重要沙产业示范基地，以“3个
百万亩”林沙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依

托国家重点林业工程项目，全面开展国
土绿化和防沙治沙工作。

同时，当地林草主管部门持续加
强各类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大力
开展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盗猎行为。现在，越来越
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这里现身，此次
发现青头潜鸭说明阿拉善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濒危物种青头潜鸭时隔22年再现阿拉善

本报 3月 20日讯 （记者 苏永
生 实习生 马海洋）3 月 20 日，由自
治区总工会主办，以“劳动成就梦
想、奋斗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全区职
工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
行。

从全区各盟市、产业和企事业单
位经过层层选拔的 35 名选手激情饱
满，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爱岗敬业做
贡献、立足本职创一流的感人故事，热
情讴歌了广大职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
指引下，奋斗新征程、筑梦新时代，为

促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奋斗
的生动实践，抒发了广大职工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
和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的豪情壮志，集中展现了我区广大职
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奋发有为的

时代形象。
据了解，全区职工主题演讲比赛开

展两个多月来，先后有4800余名选手
登上了不同级别的演讲台，约21万多
人次的职工聆听了演讲，为丰富广大职
工文化生活搭建了舞台。

全区职工主题演讲比赛决赛举行

本报呼伦贝尔3月20日电 （记
者 刘玉荣）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
大兴安岭北部林区现降温降雪天气，
截至发稿时积雪厚度已达15厘米。

从 3月 19日凌晨 2点左右开始，
纷纷扬扬的雪花鹅毛般地飘落下来，
满归、阿龙山、金河、根河等镇区被大
雪笼罩，镇区道路、周边树木上堆积了
一朵朵如同棉花般的雪团，使路人感
觉到阳春三月带来的丝丝寒意，纷纷

增添衣物防寒御寒。
此次降雪降温虽然给当地群众

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正值林
区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此次降雪，
可有效缓解林区春夏季森林防火压
力。

受强降雪的影响，满归通往黑龙
江漠河和海拉尔方面的客运班车全部
停驶，通车时间待降雪天气和路况决
定，铁路运输没有受到影响。

大兴安岭北部林区
大面积降温降雪

本报通辽3月20日电 （见习记
者 薛一群）3 月 19 日，自治区蒙医
（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揭牌仪
式在通辽市举行。

该研究中心由内蒙古民族大学附
属医院牵头，对医联体单位进行恶性
肿瘤的蒙西医结合诊疗规范和多中
心疗效评价研究，实现高危人群筛
查、早诊早治，预防恶性肿瘤。组织
开展临床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人才培
养和业务培训，推动蒙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区域内恶性
肿瘤的预防与诊疗技术水平和服务

能力。
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机构面临基

础设施及肿瘤治疗人才缺乏，治疗不
规范等问题。通过搭建蒙医（恶性肿
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建成食管
癌、胃癌、乳腺癌、肺癌等恶性肿瘤筛
査、诊断、治疗、随访“四位一体”的数
据中心及协同研究网络和推广网络平
台。发挥蒙医蒙药独有的优势，形成
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常见肿瘤蒙西医结
合诊疗规范，使恶性肿瘤患者得到更
规范、更有效的诊疗，为人民群众的健
康保驾护航。

自治区蒙医（恶性肿瘤）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