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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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拉善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合同》，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内蒙古美晶塑胶有限公司主
债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义务依法转让给阿拉善金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根据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与李志强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
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赤峰衡立门窗有限责任公司主债权及项下
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义务依法转让给李志强；根据中国信达内蒙古自治区

分公司与鄂尔多斯市铭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及《债
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鄂尔多斯市元
泰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包中的内蒙古乌审旗鑫源皮毛工
贸有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鄂绒皇绒业有限责任公司2户债权资产的主债权
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义务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市铭凯商贸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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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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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债务人名称

内蒙古美晶塑胶有
限公司

赤峰衡立门窗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乌审旗鑫源
皮毛工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鄂绒皇
绒业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建蒙乌海贷（2014）65号
建蒙乌海贷（2015）13号

赤红小企流借字2014年第
008号/赤红小企流补字
2016年第002号

0061200012-2015年(鄂
旗)字0013号

06120801-2013年(东胜)
字0032号

担保合同编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28-2
号、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1）20号
及补充合同、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
（2012）011-2号、建蒙乌海小企业担
保（2012）028-1号、建蒙乌海小企业
担保（2013）27-1号、建蒙乌海担保
（2014）65-1号和建蒙乌海担保

赤红小企业高抵字2011第00024号、
工银红流保字2014年第008号、工银
红最高额保字2016年第001号、工银
红流保字2016年第001号、工银红流
保字2016年第002号

06120807-2015年鄂旗（保）字0004
号、06120807-2013年鄂旗（抵）字
0004、0006号

06120801-2013年东胜(抵)字 0013
号

债权本金（单位：元）

17,898,687.07

16,989,784.57

7,000,000.00

23,000,000.00

债权利息（单位：元）

4,758,562.50

4,090,700.27

2,144,833.01

11,546,092.03

合计(单位：元）

22,657,249.57

21,080,484.84

9,144,833.01

34,546,092.03

担保人名称

内蒙古美晶塑胶有限公
司、任建成、郝秀芝

孙海波、刘振平、大连中
民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宋秀华、刘振平、刘振
新、刘振娟

高跃进、武秀清、
内蒙古乌审旗鑫源皮毛
工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蒙隆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
多斯市鄂绒皇绒业有限
责任公司

抵押物名称
抵押物是内蒙古美晶塑胶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阿拉善盟经济开发区厂房及土地和
机器设备，具体包括宿舍楼、办公室、化验
室、车间、配电房、1号车间、办公室等，面积
合计为5130.28平方米；三号车间，面积为
9072.96 平方米；880 平方米包装车间；
5875.2平方米房屋；机器设备共18台套。

抵押物为刘振新、刘振娟名下的十八
处房地产，总建筑面积 3,205.88 平方米。
其中，位于赤峰市松山区临河小区13号楼
1层的商业房共15个，建筑面积1099.37平
方米。位于赤峰市松山区桥西大街东段北
侧劳教所综合楼（振兴小区）2-7层，其中2
层为商业，建筑面积383.39平方米，3-7层
为办公，建筑面积1723.12平方米。

抵押物为内蒙古乌审旗鑫源皮毛工贸
有限公司所有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
图镇镇区原皮毛厂（一区）的5097.80平方
米2处住宅及对应的21674.90平方米商业
用地、住宅用地。

抵押物1:鄂尔多斯市鄂绒皇绒业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工业园区
及割蛇壕2号街坊3953.31平方米13套厂房
及3宗工业用地面积合计4337.70平方米。

抵押物2:鄂尔多斯市蒙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旗树林召
镇金鹏路东，平原大街北景隆佳苑1183.82
平方米商业房及对应 358.70 平方米商业
用地。

转让基准日

2018年5月31日

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11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拟对包头市蒙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1月20日，该债权本息总额为
84726.52万元（最终处置债权以处置时点计算的债权本息为准）。债务人分别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辽宁省大连市。债权
项下均设有保证、抵押担保（详情见《公告资产明细》）。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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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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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周斌 楠丁
联系电话：0471-2830328 0471-2830343
电子邮件：zhoubin1@cinda.com.cn nand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71-283031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fukaiq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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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公告资产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资产名称
包头市蒙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蒙源燃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泰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顺祥矿业有限公司
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鄂托克旗强宇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盛雄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所在地
包头市

大连市

阿拉善盟
巴彦淖尔市
阿拉善盟

巴彦淖尔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金额(单位：元)
59,847,761.36

42,541,356.34

250,739,842.54
10,372,652.72
9,863,484.26

120,611,270.95
119,019,576.07

234,269,264.14

行业
农林牧渔

煤炭贸易

煤炭开采洗选
煤炭贸易

煤炭开采洗选
基础及合成化工

煤炭贸易

煤炭贸易

抵押担保情况
由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自然人高志刚、董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煤矿储量为3860万吨）
以董剑名下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北大街10号新星一品小区翠庭7-5、7-6、7-7住宅用房使用权抵押，面积合

计1584.23平方米；由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自然人高志刚、董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煤矿储量为3860万吨）
由阿拉善盟泰宇冶炼有限公司、包头市蒙鑫矿业有限公司、自然人高秀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内蒙古泰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高秀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阿拉善左旗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二期洗煤生产线机器设备抵押；由自然人王进辉、赵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复合肥与磷矿石提供质押担保、由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陕西宇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达旗羊场煤矿、宋云山、白广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鄂尔多斯市盛雄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原煤提供质押担保。由达拉特旗纳林丰胜奎煤矿、鄂尔多斯市亿宏煤

矿、陕西宇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达旗羊场煤矿、自然人张生录、高占琴、宋云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国家税务总局额济纳旗税务局
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
生根,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作为党
建引领作用强不强、党员作用强不强
的试验场,把准政策落实方向，凝聚
组织战斗力，展现党建引领作用。

多措并举服务税收，筑牢堡垒
聚合力。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
到支部”的鲜明导向，设立“党员先
锋岗”“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
队”。在制定减税降费方案的同时，
同步加入党建引领工作具体任务，
确保党建工作与减税降费工作同谋
划、同部署。将“主题党日”“三会一
课”等活动与减税降费政策学习落

实紧密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减税降费重要指示精神和上级工
作部署，深刻领会减税降费工作精
神。细化减税降费工作任务，以党
员骨干力量尽锐出战，集中办公，对
标对表，积极作为，强化落实，统筹
推进减税降费工作高效平稳运行。

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奋力突击
攻难点。广泛开展“减税降费党员
在行动”活动，成立“宣讲先锋队”

“辅导先锋队”，上门送政策、送服
务，面对面讲明政策，点对点精准

“滴灌”，确保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
导 100%全覆盖。指定专人与辖区
内企业结对,一对一全程跟踪辅导

企业完成税率调整，全力推进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

支部活动助力税宣，点面结合
显成效。开展“党建引领促融合 减
税降费助发展”知识竞赛活动，搭建
税企共享平台助力税收宣传。利用

“学雷锋活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党员活动日”等广泛开展培训宣
传，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册 1000
余份，走进机关事业单位 10多家，
辅导企业 400 余户，利用新闻媒体
宣传3次，专题培训11场次，累计辅
导923人次，通过税企通短信、微信
群、QQ群等平台推送短信 461条，
确保纳税人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额济纳旗税务局
党建引领减税降费凝聚合力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国家税务总局东胜区税务局把“保证
每位纳税人享受到减税降费红利”作
为工作目标，推出一系列扎实措施，
让纳税人尽知尽享。

创新载体出“新”招。在开展纳
税人培训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东胜区
税务局微信平台直播基础好、覆盖广
的传播优势，同步对现场培训内容进
行网络直播，使培训现场内外上万户
纳税人能够同时同频学习最新减税
降费政策，形成全覆盖式政策辅导。
在东胜城区1000多个楼宇电视和刷
屏机投放宣传内容，并在各社区、写

字楼用楼宇光投影特效投射税法宣
传税务公众号二维码，形成全覆盖宣
传体系，让更多人全面了解减税降费
新政策、新动态。

政策解读出“实”招。依托微信互
动平台，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业团队，
在线与纳税人深入交流探讨，一方面为
纳税人精准答疑解惑、解决问题，另一
方面积极听取纳税人意见建议，促进税
务部门自身工作水平提升。在办税服
务厅设立减税降费咨询服务专岗，安排
业务骨干面对面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发挥全能型导税台作用，辅导纳税人填
写表证单书，帮助纳税人准确理解把握

政策。
突出成效出“硬”招。有针对性地

召开房地产、煤炭和小微企业三场专题
座谈会，通过政府化解债务方式清理房
地产企业欠税、盘活资金，帮助煤炭企
业找准定位、良性发展，联合建设银行
构建“银税企”合作模式，为资金困难小
微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纾困解难。全面
落实领导包片包户制度，深入企业上
门走访，一对一为纳税人解读政策，确
保纳税人对优惠政策应享尽享。同时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规范征管服务、
精简办税流程上再发力，推动减税降费
政策落地落实。 （赵王荣）

东胜区税务局让纳税人尽知尽享减税降费红利
为确保减税降费新政应知尽

知、应享尽享，克什克腾旗税务局举
全局之力，多措并举，突出“三个做
到”，确保减税降费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

（一）做到精准培训全覆盖。
对内，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开展多批
次专题培训，熟练掌握各项税费优
惠政策，为政策落地做好前提保
障。对外，建立减税降费辅导工作
微信群和QQ群，实时为纳税人答
疑解惑，依托纳税人学堂，分行业、
分类别开展减税降费政策系列专

题讲座，确保享受减税降费纳税人
和缴费人实现培训辅导100%全覆
盖。

（二）做到党员带头齐攻坚。以
党员业务骨干人员为先锋，坚持党
建带团建，组建减税降费宣传团队，
制作特色宣传短视频，设立“减税降
费”政策咨询专窗，提供蒙汉双语服
务，扩大纳税资料备案改留存备查
范围、申报即享受优惠等举措，实现
办税效率“再提速”，服务方式“再升
级”，全力打造“流程更简化、办税更
轻松、办事更便利、管理更优化”的

纳税服务新模式，保障办税高效便
捷、减税降费落地见效。

（三）做到清单服务保落实。结
合以“新税务 新服务”为主题的
2019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齐推并
举“职责任务”“问题答疑”“监督考
核”三张清单，大力开展辖区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送政策上门”“减税
降费在行动”志愿服务走访活动，发
放调查问卷，召开税企座谈会，在做
好政策宣传辅导的同时，多方面倾
听纳税人心声，确保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落地。 （刘晓军）

克什克腾旗税务局：突出“三个做到”打好减税降费主攻战

君子一诺，重于千金。近日，海
南区税务局与辖区内企业来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君子约定”，一本小小
的“税企廉洁伙伴承诺书”镌刻上了
税企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
促进的深厚情谊。

把握利税利企的主旨，厚植廉
洁共建的理念

以廉洁为导向，擦亮行为底
色。企业所痛者，无非“吃拿卡要
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该
局紧扣这一点，向纳税人、缴费人郑
重许下：不索取“回扣”“好处费”及
严肃查处拖延办理业务等7项实实
在在的承诺；税务所忧者，即是利益
部门的拉拢腐蚀，不法分子的“偷逃
抗骗”，基于此，各纳税企业向税务
机关做出了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不

向税务人员行贿等5项具体承诺。
以伙伴为载体，发挥镜鉴效

用。双方协商建立了税企党风廉政
建设联动机制，互相公布举报电话、
邮箱及通信地址。并严正承诺，如
发现对方存在违反承诺内容的情
形，须及时告知对方，并在查处违规
违纪行为中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协
作。

铸造廉洁文化品牌，营造崇廉
尚廉的社会氛围

“税企开展廉洁共建，以承诺书
的形式明确了我们双方的行为准
则，这体现了新税务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决心，也体现了我们企业守
法经营、依法纳税的诚心，是一项利
税利企的创举。”乌海黑猫炭黑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在签订“税企

廉洁伙伴承诺书”时动情地说。截
至目前，该局与辖区内500多户企
业及个体户签订了“税企廉洁伙伴
承诺书”，取得了初步效果。纳税人
依约就办税的难点、堵点向该局提
出8条改良建议，该局积极采纳并
及时制定措施投入整改。

今后，该局将继续秉持“清正、
阳光、务实”的廉政理念，主动与当
地党政部门及辖区内企业开展廉
洁共建，在深化合作中厚植廉政文
化，打响廉政品牌。在履行义务中
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浓厚氛围和
良好习惯，共同营造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地
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的保障。

（党嘉瑞）

君子之约定不负 税企牵手筑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