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对鄂尔多斯市衡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定金
额的债权，债务企业、担保人等相关资产位于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及鄂托克旗，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
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单户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
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有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的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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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不良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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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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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女士 郭女士
联系电话：0471-695704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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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

债务企业名称

鄂尔多斯市衡达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元）
（截至2019.05.20）

13,900,000.00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由鄂尔多斯市泰发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王增耀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及担保资产分布地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旗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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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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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单中的“担保措施”为保证人。
4. 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

债权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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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鲁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城乡变电站和供电线
路精心梳理，认真评估设备安全性能，查找不足、补强

短 板 ，及 时 做 好 优 化 完 善 ，大 力 推 进 迎 峰 度 夏 重 点 工
程，为电网安全平稳度夏奠定扎实基础。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积极备战迎峰度夏

开鲁县供电公司持续强化精益管理，实施多维精益
管理变革，完成新核算维度体系切换，打通业财信息链
路，分电压等级对成本进行核算管理，满足精益管理需

要。同时，加强收入、成本、资金、资产等关键要素管控，
多措并举持续提升经营质效。

（刘艳杰）

开鲁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提高经营质效

开鲁县供电公司聚焦优化完善安全管理细则，改进
风险管控措施，重新细化安全交底、现场安全落实、个人
安全防护、作业工器具、四措一案、工作负责人及现场监

护人履责要求，做到精益、精细、精准，多方位提升安全管
理水平。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精细管控提升安全水平

近日，公司组织人员深入到产业集聚区，主动对企
业用户开展用电质量“问诊”活动，对企业的车间、配电

设备进行排查，及时消除企业的用电隐患，并面对面解
决企业用电难题，全力助推企业清凉度夏。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细化服务助推企业清凉度夏

进入 5 月份以来，开鲁县供电公司为春耕用电开辟
“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春耕用电故障报修，缩短农户春耕
用电报装时间，确保农户春耕生产用电，并且准备好抢修

车辆、物资等，遇到抢修随叫随到，全力确保农民春耕、春
灌生产用电。

（刘庶群）

开鲁县供电公司：主动服务春耕生产

汛期将至，为增强公司各专业职工防灾防汛及安全生产
意识，切实加强暴雨、大风等强对流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和应对

工作，确保电力设施安全度汛，5月中旬，公司组织开展防汛自
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王蔚）

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全力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

近日，公司以班组为单位组织生产专业全体成员开
展专题“安全日”活动，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宣贯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

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突出安全生产基础地位，强化
安全红线意识，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王蔚）

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生产专业开展“安全日”主题活动

近日，公司组织开展了以“依法保守工作秘密，自觉维
护企业利益”为主题的保密宣传活动。活动进一步提升了

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能力，筑牢了企业保密工作防
线。 （张世宇 陆海川）

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
举办保密主题培训教育 筑牢企业保密工作防线

近日，国网科尔沁区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一
行带着文具和生活用品前往敖力布皋镇小学，与这里的
孩子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学生们热情的向队员们打招呼，并表演了诗朗诵，成
语接龙、散文鉴赏等精彩的节目。

“青春光明行”活动是充满爱心、充满阳光的无私志
愿活动。学生更是祖国的花朵，是充满朝气与创造力的

群体，更是文明先锋的好榜样。公司团委助力“爱心加微
善”工程积极推进志愿者服务进校园，队伍也在不断扩
大。

公司团委表示希望通过“青春光明行”活动，带动更
多、更好地青年员工积极投身公益活动，弘扬正能量，为
社会上的各界群体送上一份关爱，为企业和社会的和谐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阚宁）

国网科尔沁区供电公司：志愿服务进校门 青春绽放光明行

5 月 16 日晚，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保康城区新二
库变台 10KV 工业 1 线主干线路被酒驾车撞倒 5 基电

杆。公司立即启动抢修预案，迅速组织 40 余人昼夜抢修，
截至 5 月 17 日上午，停电区域已全部恢复供电。（王艳婷）

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为黑暗点亮光明的人

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从保供电、保电网、保稳定的
大局出发，确保农业排灌供受电工程尽快接入，及早行

动，为全旗农业生产建设保驾护航，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为地方经济稳步前行提供坚强的保障。 （王艳婷）

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春耕保供电 服务及时雨

近日，国网新城区供电公司清河供电所员工到村里
为百姓义务检查线路、台区和机井，保障村民春灌用电无
忧；同时，重点对西姜村跨越农田线路、涉及排灌的设备
进行检查，纠正村民私拉乱接电源等问题，严禁使用“地
爬线”“拦腰线”，杜绝“私拉乱接”现象，防止发生用电安
全事故，做到每一条春灌线路、每一台春灌变压器、每一

个春灌机井都有人负责。
此外，还为百姓宣讲安全用电常识。根据台区容量、

机井数量及负荷情况，结合春季大风等天气情况和农民
浇地计划，与村委会加强沟通协调，让百姓春灌耕地安心
用电。此次义务检修，让村民享受到了优质、高效、便捷
的供电服务。

国网新城区供电公司：为春灌提供优质用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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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内蒙古富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拥有一定金额的债权，债务
企业、担保人及抵押物等相关资产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修订）》规定的方式单户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拍卖、
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有一
次性支付转让价款的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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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资产转让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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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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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女士 郭女士

联系电话：0471-695704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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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

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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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单中的“担保措施”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 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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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企业名称

内蒙古富盛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元）（截至2019.05.20）

23,799,999.52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由边志富、丁喜梅、武智、唐一君、李双毅、杨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人内蒙古富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抵押物为土地三宗，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路 18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 19060.44㎡
抵押人边志富、丁喜梅、武智、唐一君、李双毅、杨晶、李鹏飞，抵押物为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 28 号街坊富盛苑 C 区商业用房 15 处，面积 1738.18㎡
抵押人薛爱萍，抵押物为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南路 8 号街坊 8 号楼 3 单元 406 号住宅 1 处，总层数 5 层，所在层数 3-4 层，面积 281.4㎡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为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10号街坊4幢3号办公楼1处，总层数5层，所在层数3层，面积545.38㎡

债务及担保资产分布地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债务企业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分公司所持有的内蒙古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宏业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 户债权

所在地：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

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拥有的债权
总额 91,663.05 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38,734.69 万元，利息
52,928.36万元。贷款方式有抵押、保证等。明细见附表。

资产特点：该公告处置及营销资产主要债务人都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属债权资产，咨询电话 0471-6903982。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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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少 20

个工作日。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或以资抵债等。
上述债权本金及利息金额以本次公告基准日时点为

准，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约定、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
治区分公司面对各界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
购买。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
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者购买资讯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海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8203
张女士 联系电话：0471-6903982

监察审计人员：金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2582
邮政编码：010010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和大街西蒙

奈伦广场 8 号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所持有的2户债权资产营销及处置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宏业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准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

本金

29334.69

8000

1400

利息

49765.82

1167.14

1995.40

抵（质）押人
抵（质）押人：内蒙古荣斌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鄂尔多斯市锦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锦业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王秀莲、刘占军、韩文荣、王秀珍

抵（质）押物情况
1. 内蒙古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质押；2. 抵押在建工程位于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面积 158,882.41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商业，对应土地
使用权面积 50,877.85 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东胜区那日松北路 12号街坊富兴小区 10号楼 101室，1号楼 101、102、
105、106室住宅楼的底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营盘豪村（开发区）宏业快递物流电
商产业园内临街的仓储用房。底商建筑面积合计768.35平方米，分摊土地使用面积57.53
平方米。仓储用房面积合计2,524.5平方米，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2,524.5平方米。

保证人名称

聂海涛夫妇、崔文祥

聂海涛

史占成及配偶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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