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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与唐山
曹妃甸夥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包头市锦盛达煤

炭经销有限公司主债权及主债权项下的从权利、全部
权益、义务依法转让给唐山曹妃甸夥生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

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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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9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包 头 市 锦 盛 达 煤
炭经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HHHT（2013）ZHSX
字 0168 号

担保合同编号
HHHT（2013）ZGBZ字0107号
HHHT（2013）ZGBZ字0108号
HHHT（2013）ZGZRRBZ字0232号
HHHT（2013）ZGZRRBZ字0233号

债权本金（单位：元）

53995530.80

债权利息（单位：元）

44109954.27

合计(单位：元）

98105485.07

担保人名称
内蒙古恒利达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市巴音孟克刘家渠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达拉特旗高
头窑张美厚煤矿、刘恒、王翠芬

抵押物名称

无

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国家税务总局阿尔山市税务局紧盯本地区旅游资源优
势，进一步加大征管资源整合和优化服务力度，不折不扣地落
实国家减税政策，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了减税“大礼包”，激
发了企业内生动力，助力阿尔山市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新政策一公布，税务机关就过来进行政策宣讲、解读，
今年游客又增多了，我的土特产店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能
有6万多的销售额。增值税起征点从3万一下子就提到了10
万，我的店今年就真的可以不用缴增值税了，党的惠民政策简

直太好了，税务部门的服务也太好了，让我们这种小本生意的
生意人动力更足了。”阿尔山杜鹃特产专卖店老板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阿尔山市税务局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助力
旅游等相关服务行业发展作为当前一项头等大事来抓，结
合第28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及时开展“政策上门”的实地辅
导和专题培训，有效的助力地方旅游业发展。下一步，该局
还将通过税企座谈会、深入走访等方式全方位进行政策宣
传辅导，让税收宣传“亮起来”、政策传播“火起来”。

启动税收宣传月 减税降费助发展

位于草原深处的西乌珠穆沁旗，外卖和快递的派送专车
上挂起了减税降费宣传小旗、贴上了减税降费政策宣传海
报，他们每天风雨无阻，走街串巷，义务充当税收宣传员，提
高了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导的覆盖率和普及面，成为确保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的流动宣传平台。

在外卖送餐员和快递小哥的热心帮助下，一份份减税降
费政策“红包”与可口的美食、快递包裹送进千家万户。纳税
人普遍反映：“之前在电视上看到国家出台了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没想到今天外卖小哥就为我送来了‘减税

降费政策宣传单’扫一下二维码全知道，对我们来说，就是最
美味的‘减税大餐’！国家每次有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税务干
部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为他们点赞！”

为拓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西乌珠
穆沁旗税务局邀请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充当流动税收宣传
员，及时把政策红利送上门，让纳税人能够全面知晓政策、
享受政策，提升满意度、获得感，增强了创新发展的信心、动
力。在这春寒料峭的季节，“减税降费”的春风已吹暖草原
大地。 （萨日娜）

西乌旗纳税人收到减税降费套餐
4 月 1 日，是锡盟税务系统开展第 28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活动的第一天，继今年初全盟税务系统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包括地方“六税两费”顶格减征政策之后，锡盟减税
降费的主力降低增值税税率正式“入场”。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制造业等行业
税率由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税率由10%
降至 9%。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纳入其中。也就是说，4月 1日起，纳税人取得的火车票、飞机
票、汽车票等客票也可以作为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凭证了。

4 月 1 日，燃油价格下调，汽油从 7 元重新回到 6 元时代，
加满一箱油比之前省了近 10 元。这是 2019 年减税降费一

系列政策实施以来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优惠。
4 月 1 日起，为了让企业工作人员及时、详细了解税收新

政策，税务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辅导、微信宣传、窗口宣传和
发放传单等多种方式宣传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保证改革红利
应享尽享。

锡林浩特市宇众程洗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彭玉
梅一早就来到了办税服务大厅：“我们是小规模企业，享受到
每个季度的减免税，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轻装上阵，提升了竞
争力，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深化增值税改革是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头
戏，也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

（张晓红 苏茂文）

减税降费 实惠各方

“网上申报，自助办税，对纳税人来说，现在实在是太方
便了！”清水河县从事商业零售生意的刘文华感叹道。

提起办税业务，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拥挤的办税
服务厅，忙碌的大厅工作人员，跑完“国税”跑“地税”的纳
税人，以及由纳税人的问询和叫号机的“请某某到某某窗
口”组成的画面。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像刘文华一
样，从税务系统的改革中感受到了服务提升。

国家税务总局清水河县税务局挂牌成立以来，着力
推行“一厅，一网，一键，一次”四个一服务，职能更加优
化，效能进一步提升，“不见面”就能办结的业务也越来越
多。

随着系统并库工作的有序推进，很快纳税人就可以
只使用一个系统，登录一个网站，进行一次操作，报送一
份报表，就可以顺利的完成网上申报工作。这样的新变
化也让纳税人对税务部门机构改革的成效和更多变化充
满期待。

2019 年，清水河县税务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税收
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确保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用良好的服务态度、服务速度和新的
服务举措，充分展示新机构、新税务、新服务、新形象，持
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断提升纳税和缴费人满意度、获
得感。 （王春林）

新税务新服务 清水河县税务局着力提升为纳税人服务水平

五原县税务局：24小时纳税服务不停歇
五原县税务局积极落实“减税降费”、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要求，推出24小时纳税服务，利用24小时开放的自助办税服
务厅、微信公众号等手段，打造便捷、高效、优质纳税服务。

24 小时自助办税厅 纳税人身边的智能发票管家
为切实解决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税高峰期纳税人多、排

队时间长的问题，五原县税务局参考银行“ATM”机自助
服务模式，将实体办税服务厅业务量相对较大的发票申领
与代开业务抽取出来，建立了 2 个 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
厅，投入 10 台自助办税终端，让税务局的智能发票管家服
务24小时不停歇为纳税人提供最为便捷、优质的服务。

微信公众号与工作群 纳税人口袋里的小助手
为进一步提升征管水平与服务质量，五原县税务局积

极搭建纳税人与税务人沟通交流的平台，创建了名为“税企
一家”工作微信群、“五原县税务局纳税服务小助手”的工作
微信号，利用微信平台沟通高效、便捷的优势，及时推送最新
的政策解读，发布纳税人学堂课程安排，征求纳税人关于涉
税业务、征纳关系等方面的需求与意见建议，为纳税人释疑
解惑。无论何时何地，纳税人只需拿起手机就可享受税务
局业务骨干的全方位无等候服务，让纳税人将服务装进口
袋里，让税务人将纳税人的需求记在心上。 (王舒媛)

减税降费让突泉纳税人尽享税收红利
自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9 年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

后，突泉县税务局加紧宣传落实，让全县小微企业纳税人
切实享受到税收的红利。

家住突泉镇的宋连琦一直经营着自家的药店，已经
有 12 年的光景了。谈起这次的减税降费政策，她感慨万
千：“这次出台的税收政策特别好，不但增值税减了，而且
增值税的附加税也减免了。像我家一年就能省 15000 多
元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税收政策，使小微企业不仅
可享受到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减免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其他优惠政策，还可叠加享受

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众多税收优惠政策。
据突泉县光明金店销售组组长梁秋萍介绍说：“按照原

有的政策我们每个月需缴纳增值税1200元，但是今年新的
政策下来了，我们每年的增值税就不用交了，这个政策真的
是非常好。”

自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出台后，该局采取多
项举措精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扎实推进入户摸清底数和
多元化宣传辅导相结合，切实让小微企业纳税人从国家减
税降费中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下一步工作中，该局也
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把新的税收政策第一时
间对纳税人辅导到位，落实到位。借助税收宣传月，让更
多的人知晓税收优惠政策，享受减税红利。（李丹 张佳）

4 月 1 日，新一轮增值税降税政策正式实施，此次增
值税减税规模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全面推开，对激发
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调整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有一举数得功效。目前，新一轮增值税降税政策实
施已进入倒计时，国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前旗税务局
深入辖区内重点企业内蒙古多蒙德冶金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解读最新减税降费政策，并实地了解企业在减税降费
中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

作为一家年产量 50 万吨左右，年销售额近 14 亿元
的大型化工企业，内蒙古多蒙德冶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正是此次新的增值税税率调整所涉及的企业。在税务人
员解读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具体执行细节，辅导申报表填
写变化时，企业财务人员感叹道：“近期一系列的减税降
费幅度前所未有，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有着很大的正面导
向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多蒙德冶金化工集团董事长
石磊表示，“根据今年预计收入情况，我们对增值税缴纳
进行了测算。新政策执行后，预计同期增值税税负可降

低 1%，减少缴纳金额达 1100 万元。我们将利用这笔资
金购买环保设备，投资用于化工废料再利用工程。新工
艺的投入使用不仅更加环保，同时也提升了安全生产水
平，从长远来看对于企业整体收入有促进作用。同时环
保设备的购入资金也可享受一次性抵扣的新政策，对于
优化企业发展助力颇多。”

在企业负责人的带领下，税务人员参观了生产一线，
详细了解了购入环保设备的运营情况，据悉购入的环保
设备可利用前期生产废料进行二次生产，兼具利用率高
和安全性佳的优势。

内蒙古多蒙德冶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减税降费
少缴资金用于环保设备投入，恰恰反映了增值税税率
调整对于提高企业资金使用率，实现企业节能减排及
资 源 循 环 利 用 ，促 进 企 业 高 质 量 长 远 发 展 的 积 极 作
用。全市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实而又实、细之又细地做
好减税降费各项工作，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助
推企业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前旗税务局)

问需求解政策 进一步推送减税降费大礼包

●不慎将内蒙古元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证号：呼房预销售证第 20150082
号，项目名称：内蒙古总商会大厦及住宅项目 1 号楼 2 号楼，建筑面积：26626.01 平方米、共 229 套，坐落地址：赛罕
区乌尼尔东街，发证日期：2015 年 9 月 17 日）遗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开鲁县华联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孙丽侠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注册编号：蒙 215101116113，证
书编号：00412874）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记者 郝亚琳

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说
起中国医生，当地民众总是赞不绝口。

2002 年至今，中国相继派出 9 批医疗
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 10 多万次医疗服
务，谱写了中巴新两国友好情谊的新篇章。

巴新医疗卫生体系相对落后，全国仅
有 500 名医生，他们要服务 800 万民众，对
微创、远程医疗等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段更
是几乎没有任何经验。

一名足球运动员右肾结石积水，在当
地医院的初次治疗没能去除病痛，再次治
疗只能选择创口大、恢复慢的开放手术。
医疗队用中国捐赠的设备为他进行了微创
手术。术后仅两天，患者就康复出院了。

一名四岁儿童因患病导致有瘫痪风险
急需手术治疗，但巴新全国最大的公立医
院都没有进行过相关手术。医疗队和当地
医生密切配合，为患儿进行了手术和针灸
治疗，使其彻底康复。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2018 年 6 月底
第九批医疗队开始在巴新执行为期1年的卫

生援外任务。来到巴新的 9 个多月时间里，
医疗队成功救治近 8000 名病人，顺利完成
300余台手术，其中不少是巴新全国首例。

白天，医疗队在莫尔兹比港总医院日常
接诊治疗。晚上回到驻地后，医疗队的药房、
换药室、急诊等继续为中资企业员工和华人
华侨开放。9个多月来，医疗队接诊和处理中
资企业员工和华人华侨患者800余人次。

此外，医疗队还在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
亚大使馆的帮助下，深入新爱尔兰省、马当省
等偏远地区开展义诊，并向当地医院捐赠药
品和医疗器械。

“中国医生来了”的消息很快传遍各村
落。树荫下，泥地上，几张桌子一拼就是一个
门诊部，几扇屏风一围就是一个诊疗室，当地
民众排着队上门求诊。有时忙起来，医疗队
半天时间就要接诊一百多名患者。

马当省人卢克·帕瓦曾在南昌大学留学，
中文说得不错，他主动为医疗队当起了翻译。

“中国在很多领域援助我们，帮助我们
发展，这是中国对我们的友情，也是一个大
国对世界的责任感。”帕瓦说。

医疗队不仅带来了巴新急需的医护人
员，还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理念，为

巴新培养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伍”。
门诊时、手术中，中国医生们常常是边操

作边讲解，遇到较为复杂的手术技巧还会手
把手示范。在医疗队的指导下，一些当地医
生已初步掌握了进行微创手术的技术。

医疗队最近还与中国来的短期专家组一
起参与了首届中国——巴新泌尿外科微创论
坛，这是巴新首个高规格的医学专业学术
会议。从最新的医学理论、技术发展到具
体的诊疗规范、手术技巧，中国医生的倾囊
相授，让巴新同行们受益匪浅。

“这次会议让我们了解到国际上泌尿
外科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最新理念，给我们
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巴新医学委员会
主席奥斯本·利科说。

2018 年，巴新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协议。在此框架下，两国在医疗
卫生领域的合作前景也更广阔。

目前，第九批医疗队正在推进泌尿外科
微创治疗中心的建设。这一中心建成后，不
仅将服务巴新，还将辐射周边国家。中方近
期还将加派一个医疗小组，协助巴新开展远
程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巴新临床诊治水平，
造福当地民众。 （新华社悉尼4月 8 日电）

树荫下的诊疗室
——记中国援巴新医疗队 □新华社记者 杨舟 郭鑫惠

21岁的泰国青年阿努帕·提帕拉从小就梦想成为
一名火车司机。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阿努帕前不久
获得到中国学习铁路技术的奖学金。4月下旬，他就将
背起行囊，跨越几千公里，去追寻儿时的梦想。

阿努帕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开家乡去外
地打工。从他 4 岁起，他的外婆颂讷就带着他坐火车
去看望父母。所以，儿时的他把火车视为亲情的纽
带，看到火车就意味着要和父母团聚了。

外婆家墙壁上留下的涂鸦都是关于火车的。颂讷
说，阿努帕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把饮料瓶子用绳子
串起来当火车玩。

不过，在泰国要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并不容易。申请
者必须首先考入泰国铁路工程学院，而这所学院只招收
已在国防学校学习3年或者已没有服兵役义务的年轻人。

因为种种原因，阿努帕没有机会报考这所学院。
沮丧的阿努帕当了两年建筑工人。就在他在建筑工
地无助地感叹梦想难以实现时，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4 年，中泰两国签署《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
忘录》。此后，两国启动了铁路相关领域的教育培训
合作项目。

“有一天，我在脸书上偶然看到孔敬府班派工业社
区教育学院有关派大专学生去中国学习铁路相关专业

的信息。”阿努帕回忆说。随后，他成功申请进入该学院
学习，并借助“中泰高铁汉语培训项目”前往武汉学习中
文和铁路专业知识。

在中国，阿努帕第一次坐上了高铁，彻底颠覆了
他此前对铁路的认知，让他成了在泰国建设高铁的
坚定支持者。

从武汉学习归来后，阿努帕又参加了由海上丝
路孔子学院举办的“天津与泰国 2019 年职业教育奖
学金”考试并脱颖而出，获得了赴天津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学习 3 年的奖学金。

阿努帕说，起初他觉得有些遗憾，因为看到今年天
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提供的专业只有动车组检修技术
和铁路信号自动控制，并没有“动车驾驶”。但后来学院
回复他说，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本身就包含动车组驾驶
课程。而且，学校设有动车组驾驶模拟实训室。

阿努帕听到学院的解释后非常高兴。他告诉新
华社记者：“我感觉距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阿努帕背着书包从他长大的素可泰府出发，踏
上圆梦的旅程。“我真想看到阿努帕回到泰国、开上
高速列车的那一天。”外婆送阿努帕离开家乡时红着
眼睛说。 （新华社曼谷 4 月 8 日电）

泰国青年阿努帕的火车司机梦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