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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与赵莹源于2019年5
月7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将其持
有的对鄂尔多斯市锦利羊绒有限公司等10户不良债权资

产（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具体信息详见《公告清单》）项下
对债务人、担保人等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赵莹源，赵
莹源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对应价款。

现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依法向该标的债权项下债务

人、担保人、其他义务人及权利义务承继人通知上述债权
转让的事实。赵莹源作为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对鄂
尔多斯市锦利羊绒有限公司等 10户不良债权。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其他义务人及权利义务承继人，自

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即向赵莹源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
同和其他相关合同约定的债务偿付义务、相应担保责任
和其他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赵莹源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
准格尔旗鑫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腾飞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准格尔旗万利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富瑞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国联金属结构安装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广渊商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佳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锦利羊绒有限公司

担保人
刘文义、王林女、刘晨阳、奇丽萍、准格尔旗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李慧军、王二霞
王文才、刘淑英、刘晨阳、奇丽萍、张开、千丽萍、准格尔旗中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万利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鑫隆有限公司、盛赟峰、闫革萍
内蒙古永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筠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翠连、乔玉文
内蒙古永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筠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爱国、郝玉莲
内蒙古永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筠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鹏、刘三侠、崔智亮、白茹、马四虎、闫莉
赵莹源、王玲秀、武力、杨小英、武燕、张玉虎、武卫、刘秀琴、达拉特旗日泽丰成经贸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东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王凤莲、任安业
李和平、郭俊连、莎仁高娃、宝勒德、郝健炜、李媛媛、鄂尔多斯市神峰磨料磨具厂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9年3月10日）
16,919,987.98
11,533,000.00
15,506,652.66
12,000,000.00
13,884,288.08
14,645,114.00
13,478,607.00
8,164,244.67
1,757,000.00
8,989,999.95

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19年3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复利、罚息等按照相关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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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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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然人主体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471-5180586
受让方：赵莹源 联系电话：13904771654

2019年6月28日

为整治“十小”企业、城市建成区内严重污染和“散乱
污”工业企业，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依据国务院关于
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
施意见》（内政发〔2015〕119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水污染防治三年攻坚
计划>的通知》（内政办发〔2018〕96号）、《内蒙古自治区

“散乱污”工业企业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内政办发
〔2019〕9号），建立举报电话长效监管机制。

一、举报受理范围
（一）“十小”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

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
等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生产项目。

（二）“散乱污”企业。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当地
产业布局规划、未按要求进驻工业园区规模以下工业企
业。未办理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土地、规划、生态
环境、工商、质监、安监、水利等相关审批手续的工业企
业。依法应安装污染治理设施而未安装或污染治理设
施不完备的，不能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有效收集、无组

织排放严重的，污染防治设施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的工
业企业。

二、举报方式
来电、来函（信）、来访或通过电子邮箱、微信、传真均可。
举报电话：0471-4826452 13347140689（微信）

12369(环保举报热线）
举报传真号：0471-4826256
举报微信号：nmgdtgjb、12369环保举报
举报电子邮箱：nmjwhyc@163.com、12369网络举

报平台
来信、来访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川大

街1号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综合楼1432房间，邮
编：010098；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39
号，邮编：010010

欢迎社会公众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提供有价值的举报
线索。对举报人及举报信息，我们绝对保密。此举报通
告长期有效。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
关于设立污染水环境的“十小”企业城市

建成区内严重污染的工业企业和“散乱污”工业企业
举报电话的通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下

称“长城资产甘肃分公司”）拟对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2012年 3月31日，长

城资产甘肃分公司收购了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良债权

本金2.8亿元，债务重组期限2年，债务重组期限至2014

年6月28日止。截至2019年5月31日，剩余重组债务本

金21480万元，剩余重组债务收益按照生效法律文书计

算。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质押。

债权资产：该公司债权本金21480万元以土地使用

权、在建工程建筑物抵押；以股权质押；马慧平、王心雄、

刘维洁、王雪鹏、史久晗、包头市鸿德企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债权本金21480万元。欲了解抵

押人、保证人及出质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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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发布日期2019年6月28

日至2019年7月25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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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余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931—8731370 0931—8731376

15193108605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332号，长城

建国饭店东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

分公司

邮政编码：73003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31—841877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19年6月2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对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司已于2019年6月26日9时至2019年6月27日9时在淘宝网资
产竞价网络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目前只有一家公司参与
了公开竞价且符合竞价要求，现按相关规定对标的资产竞价转让事项予
以再次补充公告，公告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含刊登日）起7个工作日
止。若其他投资者有意参与竞买，则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含刊登日）起
7个工作日内（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向我司缴纳竞价保证金人民币肆佰
肆拾万元整（小写：4,400,000.00元）。若有其他投资者按时足额缴纳保
证金，我司将再次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
转让，竞价时间另行通知投资人。若无其他投资者参与竞买，则我司根据
规则与已参与竞价的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特此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竞价处置的
征询和异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先生、包先生，0471-6908079、
0471-6908173，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张先生 0471-6902283，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伦广场8号楼9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6月2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巴彦淖尔市柏树园殡仪馆公墓有限公司等

8户债权竞价公告的补充公告
□新华社评论员

生机盎然的6月，正是中国外交最为繁
忙的季节。从俄罗斯到朝鲜，从上合组织峰
会到亚信峰会，再到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大阪峰会，习近平主席所到之处，无
不牵动着世界目光。历经70年风云激荡，
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勇毅笃行，定格一个个合作共赢
的高光时刻，升腾起革故鼎新的万千气象。

历史的变迁，时空的交错，总给人以无
限感慨。从濒临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到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
位对外开放；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登上国际
舞台，到主场外交好戏连台、彰显大国风范，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峥嵘岁月，镌刻着一个
东方古国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的坚实足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
代发展趋势，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世界共建“一带
一路”，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大步走向复兴的中国正与世界携
手同行，共同书写美美与共的崭新篇章。

天下为公，是中国外交的不变情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
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还在
于提出了什么理念。从倡导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到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
的两大主题”重大判断，再到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变动的时代激流中，“为
世界谋大同”的中国理念和实践一脉相
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中华文明
的深厚滋养，契合各国盼和平、求发展、谋

合作的共同期待。伴随着中国外交实践
的不断推进，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和时代
价值日益凸显，被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
刻印在更多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

勇于担当，是中国外交的鲜明品格。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
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
席。”世界有目共睹，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不断抬头，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坚定捍卫多边
主义，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世界不会
忘记，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核、中东局势等
热点问题上，在参与世界维和与救灾的任
务面前，中国主持公道、身体力行，为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正能量。事实一再证
明，中国不愧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的坚定信念。“中

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
民过得好。”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多个国家实现了

“零的突破”，更多民众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首届进博会应者云集，172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3600多家境外企业参加，成交
额近600亿美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
个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中国，正在成
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携手各
国共同迈向互利共赢的阳光大道。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70年筚路蓝缕，
70年砥砺奋进，中国外交书写了波澜壮阔的
历史篇章，正在迎来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必将风正帆悬、破浪前行，与
世界一道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27日宣布：应巴拿马
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农

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将赴巴拿马城
出席于6月30日至7月1日举行的巴
拿马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习近平主席特使韩长赋将出
席巴拿马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首届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27日在湖南省长
沙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非是命运与共、志同

道合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长期以
来，中非双方顺应时代潮流和各自发展
需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务实
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合作成果广泛惠及
双方人民。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我在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设立中国－非洲
经贸博览会，旨在为双方深化经贸合作
搭建平台。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
会，汇聚中非政府、地方、智库、企业、金

融机构等各方力量，共商合作大计。希
望双方围绕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行动”加强对接，积极探索合作新
路径，开辟合作增长点，推动中非经贸合
作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大阪 6月 27 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刘华 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
近平当地时间27日在大阪会见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会见结束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吴
江浩在向记者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当前，
中日关系总的势头是好的，但双方也存在分
歧。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双方应聚焦共
识，管控分歧，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吴江浩详细介绍了双方领导人达
成的十点共识。

一、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当前中日
关系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认为，
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共同利
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
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
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二、两国领导人重申，恪守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践行中日

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
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推动中
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三、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密切沟
通，加强高层引领，不断增进政治互
信。安倍首相代表日本政府邀请习近
平主席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习主席原则接受邀请。两国领导人责
成双方外交部门就具体时机保持沟通。

四、两国领导人同意，进一步深化两国
利益交融，加强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
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
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
作。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联结多样
化地区的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
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将
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
果。双方支持两国企业扩大相互投资，确
认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
五、两国领导人强调，中日都是亚洲文

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应传承弘扬亚洲文明
成果，倡导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
鉴；应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纽带，持续加
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两国领导人决定，年
内启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

六、两国领导人同意，积极开展中
日民间友好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
民心相通。双方要以今年“中日青少年
交流促进年”为契机，积极开展修学旅
行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互访交流活
动，广泛播撒友好种子。

七、两国领导人重申，中日将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双
方应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
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逐步确立稳固
的战略互惠互信。两国领导人同意双方
进一步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

八、两国领导人同意，妥善处理敏
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双方将
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
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
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

九、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同为亚洲重
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同维护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
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双方同意，发挥二十国集
团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十、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应积极履行
国际责任，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着力
加强在发展援助、气候变化、军控裁军、卫生
保健等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携手为
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外交部官员：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 双方达成十点共识 ■上接第1版 判处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4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处罚金41万元。其余17名成员均被
判处有期徒刑。

2018年7月，兴安盟科右中旗纪
委监委对盟纪委监委交办的反映巴彦
淖尔苏木巴彦淖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
包阿力木扎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核。
2018年12月7日，经科右中旗纪委常
委会批准，包阿力木扎被开除党籍。

经查，2003年至2018年，时任巴
彦淖尔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的包
阿力木扎，利用职务便利和家族势力，
纠集部分“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形成
了以包阿力木扎为首、有18名成员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包阿力木扎作为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
策划、指挥犯罪集团实施了故意毁坏
财物犯罪、寻衅滋事犯罪、非法占用农
用地犯罪、职务侵占犯罪、贪污犯罪。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本应按照工
作职责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并带领农牧民增收致富，营造好当地经
济、社会秩序。但包阿力木扎却长期把
持基层组织政权，其儿子、亲属及部分
村民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
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包阿力木扎“恶势力”犯罪集团
的查处，充分彰显了各级党委扫黑除
恶的坚定决心和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
干部涉恶犯罪“零容忍”的政治担当。

村书记成了“恶势力”犯罪集团头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