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城县紧紧抓住“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单
位”的契机，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业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
用，以培育乡村旅游产业为重点，以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致
富为目标，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紧紧瞄准市场需求，
在农旅融合上创新路，重点围绕“龙头企业拉动、旅游景
区带动、发展乡村旅游重点村、自主创业、资产收益和景
区务工”6种模式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助力贫困人口实现
增收。同时，积极拓宽生态旅游和乡村文化内涵，实现了
乡村旅游产品提档升级。

近3年以来，宁城县各景区及乡村旅游接待量不断
创新高，累计接待游客5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9.9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实现乡
村旅游收入21.8亿元，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年人均增收2.2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旅游业中人均增收800元。

作为2019年宁城县6大重点旅游项目之一的八里罕
圣泉特色小镇建设又迎来了新一季建设高潮。八里罕圣
泉特色小镇是首批国家特色小镇，是赤峰市委、政府重点
推进的项目之一，旨在创新投融资机制、增强公共产品和
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决定性作用、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加快发展，以产业为
引领并采取PPP模式实施的赤峰市宁城县八里罕圣泉特
色小镇PPP项目，打造全国特色小镇品牌。

从本项目的整体市场来看，旅游休闲时代到来，旅游市
场发展快速，温泉养生度假产品和服务市场成长迅速。宁
城县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
域旅游系统逐渐形成，与本项目整体开发建设规划相得益
彰。据项目实施单位（SPV公司）即宁城圣泉旅游发展公
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彭铭介绍：“八里罕圣泉特色小镇

PPP项目是北京新颐集团在内蒙古的首个PPP项目，集
团高度重视，为保证工程质量，优选集团常年合作伙伴中
铁二局作为总承包方；规划设计方面，优选山地旅游度假
设计机构美国WATG和上海市政院等规划设计公司，确
保项目高标准、高起点，以国际的眼光一流创意、一流设
计、一流施工，站在整个行业的制高点。”

该项目于2018年 5月全面开工，一期总投资43亿
元，已经完成投资6亿多元，超过总投资15%。2020年
11月部分项目将进行试营业。对八里罕圣泉特色小镇
项目的定义，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更是一个游客集散中
心或旅游目的地。公司将深入挖掘当地人文历史等各
类资源，创造性的找到原住民的生活模式、场景、建筑风
格，并将其完美呈现，融合和提升周边资源，带来并凝聚
大量游客，从而达到地域文化传承、丰富小镇市民生活、
带动就业扶贫的效应。对原居民的生活具有很高的渗
透力和融合，包括思想观念、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如广
场舞）等等，很多方面都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改变，进而对
当地文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带动整个小城镇实现可持
续发展。

从运营小镇方面，集团公司坚持以乡村振兴为目标，
以“旅游友好度”为抓手，将八里罕特色小镇打造成为旅
游度假型特色小镇典范。以圣泉镇为核心，践行全域旅
游理念，整合周边景区景点，通过政府、商家、当地居民进
行联动融合共创，全民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形成以赤峰
周边核心，京津冀为辅的旅游目的地和日常消费地，共创
美好生活。旅游友好度，也将是小镇的核心软实力，通过
旅游友好度为愿景的共创，从而形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
会释放出善意，使游客成为最受照顾和礼遇的群体。

宁城乡村旅游遍地开花
八里罕圣泉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落
实《库伦旗关于开展习总书记2019年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

神宣讲活动的通知》有关要求，公司近日开展了习总书记
2019年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活动。 （呼达古拉）

国网库伦旗供电公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

日前，为服务好大企业这一“关键少数”，切实做好大
企业税收管理与服务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以全国第28个税收宣传月为契机，结合正在开
展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由局领导分别带领4个工作小组，
深入乌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8户大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座
谈，开展为期一周的“税企合作·共享共治”专项活动。

活动中，税企双方围绕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深
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该局
向大企业介绍了个性化纳税服务措施，详细讲解了《大企
业涉税诉求快速响应工作规程》，向大企业赠送了《大企
业减税降费政策汇编》，发放了《大企业个性化服务联系

卡》，同时开展了大企业个性化服务需求问卷调查，征集
大企业减税降费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及涉税需求，活
动共征集大企业涉税需求12条、意见建议10条，针对征
集到的意见建议，该局表示将认真梳理改进、协调解决并
跟踪反馈。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畅通与大企业的沟通渠道，拉
近税企双方的距离，高效开展大企业首席联系员、风险提
醒提示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赢得大企业纳税
人的理解和支持，切实增强大企业纳税人的获得感，持续
提升大企业纳税人的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

（张彦勋 周鹏飞）

减税降费释红利 纳税服务暖人心

5月 5日上午，库伦旗供电公司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青年座谈会，座谈会上公司青年代表们纷纷表
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殷殷嘱

托，不断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
丽青春篇章。

(何塔拉)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谱写新时代壮丽新篇章

5月 5日，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发布“五一”假日
交易数据。自 2008年以来，今年“五一”小长假首次由
3天延长为 4天，5月 1日至 5月 4日 4天（下同），内蒙
古地区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165.9亿元，相比去年

“五一”假日（2018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日均增长
44.5%。

“五一”期间，我区旅行社和大型景区售票类相关
消费金额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超21%，其中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及赤峰等几个盟市是同比增长最快的地区；
宾馆住宿类消费日均增长近37%，其中巴彦淖尔、呼和
浩特和通辽几个盟市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速最高。

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分析，与旺盛的旅游消费
需求相对应，在交通出行方面，公路、铁路客运以及加
油消费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公路、铁路客运消费
增幅大于加油消费增幅。考虑到“五一”期间交通繁
忙，为保证出行顺畅，不少人选择了公共交通。

“五一”小长假恰逢春夏交替季节，且商家延续习
惯推出各类促销，一直以来是老百姓购物消费的旺
季。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日用百货类消费增幅明
显，交易金额同比增幅超过两成，其中通辽、呼和浩特

和巴彦淖尔是同比增长最快的地区。与此同时，餐饮
消费日均同比增幅超过两成。

支付方式方面，随着云闪付 APP产品功能的不断
完善与受理场景建设的持续推进，银联移动支付越发
受到人们的青睐。“五一”期间以银联二维码支付和
Huawei Pay、Apple Pay等银联手机闪付为代表的移
动支付日均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了 26倍和 8.23倍。其中，云闪付APP银联二维码日均
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大幅增长近 62
倍、超 35倍。除了日常扫码支付，由于转账、信用卡还
款等功能便捷好用且零手续费，云闪付APP卡管理功
能也受到用户喜爱。

境外用卡方面，深度游、自由行的进一步升温，带
动我区“五一”小长假银联卡境外交易呈现两大特点：
一方面，持卡人的出境目的地更趋分散，土耳其、瑞典、
摩洛哥等新兴旅游目的地的银联卡交易额同比显著增
长；另一方面，游客的跨境用卡场景更多元，越来越多
持卡人使用银联卡在线预订机票酒店，境外交通、加
油、餐饮、超市、娱乐、住宿等类型商户的银联卡交易额
也持续增长。

“五一”假期内蒙古地区银联网络日均交易增长超四成
假期延长带动旅游消费增长 云闪付二维码日均交易笔数增长26倍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拟公开转让拥有完全合法
处置权的5户企业的不良债权公开转让。截至2019年3
月31日，债权本息及费用总额为60777.20万元，债权担
保方式为抵押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材料可到中国
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查询）。

现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
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20个工作日(自 2019

年5月9日-2019年6月4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

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以下主体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与债权有关联关系的关
联人，除上述以外的主体均可参与竞价。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2019年6月4
日17:00前至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中信大厦1117了
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竞价时间暂定于2019年6月，具体时间以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另行通知的为准。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
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薛智辉 云利平

联系电话：0471-5313750 0471-53137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10-57809365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中信大厦1117
邮编：0100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地区

锡林浩特

鄂尔多斯

赤峰

巴彦淖尔

包头

债务人名称

东乌珠穆沁旗广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广厦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赤峰广厦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琮霖矿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宸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万元）

10933

8000

25000

6467

1860

52260.00

利息（万元）

2372.56

1561.99

4910.80

1201.49

370.02

10734.6

费用（万元）

350.06

42.31

15.29

407.66

担保和抵押情况
1.质押，东乌珠穆沁旗广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以及供热收费权质押、锡林浩特大酒店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质押。
2.抵押，以锡林浩特大酒店有限公司拥有的锡林浩特大酒店全部1-5层38914.6平方米商业房产。
酒店位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河西开发区。
3.保证，实际控制人吕勇、郑艳以及锡林浩特裕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1.抵押，（1）岳顺在北京的两处写字楼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院2号
楼22层02-2601和2605号，面积655平方米；（2）岳琮霖在北京提供的三处房产抵押，位于朝阳区
西大望路甲20号院2号楼3层3043、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院2号楼4层404、朝阳区西大望路甲
20号院3号楼3层3042。
2.保证，由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岳琮霖和岳琮山提供保证担保。

备注

具体信息
以法院、
仲裁委以
及相关合
同记载的
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拟对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
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到2019年3月31日，该资产包债
权为99679.5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费用等。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
鄂尔多斯、通辽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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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
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

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308 87080327
电子邮件：lihongxing@cinda.com.cn yangji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0531-87080335 丁先生
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5 李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dingtianwen@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资产名称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达酒店有限公司

奈曼旗大运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

通辽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52500

44679.5

2500

99679.5

行业

制造业

住宿餐饮业

批发及零售业

担保和抵押情况
1.质押，（1）德敖线公路收费权质押：德胜泰至敖包梁，二级公路，全线84公里，收费权25年。（2）树吉线公路收费
权质押:树林召至吉格斯太，二级公路，全线64公里，收费权25年。（3）萨大线公路收费权无形资产质押
2.抵押，以内蒙古东达酒店有限公司拥有的内蒙古锦江国际大酒店-2至25层全部83124.36平方米商业房产。
3.保证，由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赵永明、赵永亮、赵智强和赵智慧四位自然人股
东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抵押物具体如下：大运商贸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奈曼旗大镇房产45号区的7处房产以及位于奈曼旗青
山路中段西侧振兴街南的7处土地使用权；李学名下位于奈曼旗大镇规划45区、奈曼旗大镇房产75号区的3处房
产以及位于奈曼旗青山路中段西侧振兴街南、奈曼旗青山路南段东侧大粮库南的3处土地使用权，以上抵押物房
产面积合计11869.48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38781.6平方米。
2.保证，实际控制人夫妻双方保证。

其他情况

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 单位：万元

新右旗税务局全方位开展个税
改革政策培训，4月全员全额明细申
报率提前达到100%，减税降费党支
部带头促进工作落实，为5月个税申
报再添一把火。

一是全面协调，扩大宣传效
应。及时联合局内各部门，积极组
织个税改革培训准备会议，提前收
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社会公众
关切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会上
交流解决。选择授课经验丰富的局
内政策能手，通过生动举例使与会

的财务、会计、办税人员知晓抽象复
杂的六项扣除政策要求。了解账务
纳税人的培训需求，为接下来的个
税宣传、培训指出方向。

二是深入税户，辅导软件操作
流程。分管领导带头抓，带领各业
务部门组成个税宣传队，深入辖区
内行政单位、学校、企业等扣缴义
务人单位进行宣传，重点讲解网上
申报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及扣除
项的填写。通过“面对面”的政策
宣传和“手把手”的系统操作教学，

让纳税人不仅懂政策，还要懂操
作，保证每月全员全额明细申报率
达到100%。

三是减税降费，党支部带头促
进工作落实。成立减税降费领导小
组临时党支部以来，党员带头抓工
作，积极落实减税降费相关工作。
五月初迎来新的个税申报征期，减
税降费临时党支部加强跟踪问效和
宣传辅导，汇聚党员力量带头宣传
辅导，讲解税收政策。

(杜文娟)

新右旗税务局多措并举力促个税改革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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