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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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019年 7

月4日9时至2019年7月5日9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鄂尔多斯市兴利诚煤炭经

营有限公司等7户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

公告如下：

一、竞买标的：截至2019年5月10日，我公司持有的鄂

尔多斯市兴利诚煤炭经营有限公司等7户不良资产债权本

息合计141,189,585.08元，其中贷款本金94,231,538.81

元，利息16,681,452.85元，孳生息30,276,593.42元。

二、竞买规则：竞买起拍价：34,000,000.00元，保证

金：1,700,000.00元，增价幅度：50,000.00元/次，请意

向购买者自行前往长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

价网络平台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三、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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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意向购买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所提供资料或信息仅供参考。咨

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告日起至2019年7月4

日9时止接受咨询，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接前往“长城资

产内蒙古分公司”现场办公地址咨询。

咨询电话：
赵先生 0471-6908172

朱先生 0471-6908163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伦

广场8号楼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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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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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鄂尔多斯市兴利诚煤炭经营有限公司等7户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农行内蒙古分行“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助力脱贫攻坚

6月10日，农行内蒙古分行助
力赤峰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在赤峰
举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华，赤
峰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宪东，农行
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春林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行内蒙
古分行和赤峰市人民政府共同签
署合作协议，未来 3年，农行内蒙
古分行向赤峰市的“三农”及县域
经济、重点客户营运资金、重点建
设项目、中小企业、个人信贷等累
计发放总额人民币 350亿元的意
向性信用额度。与会领导启动了

“农行内蒙古分行助力赤峰脱贫攻
坚专项行动”。张春林行长和赤峰
市领导为赤峰分行及辖属各支行
党员先锋队授旗，并举行宣誓和

“脱贫攻坚党员先锋队车队出发仪
式”。

农行内蒙古分行助力赤峰脱
贫攻坚誓师大会，是农行内蒙古分
行“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金融支
持脱贫攻坚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的政治责任
和担当情怀。多年来，中国农业银
行始终致力于建设面向“三农”、
城乡联动、融入国际、服务多元的
国际一流现代商业银行集团。

作为中国农业银行的一级分
支机构，近年来，农行内蒙古分行
始终秉承“党的银行、国家的银
行、人民的银行”责任定位，坚持
从讲政治的高度，紧紧围绕自治区
党委政府重大工作部署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在服务脱贫攻坚、民营经济、
普惠金融、重大项目建设等领域用
心用情深、投放力度大、所作贡献
多、服务效果好，得到了自治区党
政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2017 年以来，累计为自治
区融资 3000多亿元，2019年前 5
个月，农行内蒙古分行新增贷款
177 亿元。累计承销自治区政府
公开债1237亿元。

农行内蒙古分行成立了金融

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
组，制定了实施意见，实现了“四
个第一”：设立了第一支民企纾困
基金，创造了民企融资第一快速
度，实施了第一笔民企不良债权债
转股，承销发行了第一笔民企公开
市场精准扶贫债。在业内最早开
展投融资服务，第一家通过产业基
金方式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共投资
17支产业基金项目，投资金额266
亿元。突破行业壁垒，为呼和浩特
市新机场、地铁1、2号线审批贷款
125 亿元，其中，地铁 1、2号线已
分别投放 27 亿元和 5000 万元。
落实国家棚改政策，为赤峰、呼伦
贝尔等各盟市13个棚改项目审批
贷款274亿元，已投放169亿元。

农行内蒙古分行始终坚持把
为国家担责、向扶贫发力作为自身
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与自治区政
府合作，从2013年开始推进“金融
扶贫富民工程”，将20多亿元财政
扶贫资金，通过杠杆效应将功效持
续放大近 20倍，累放贷款 367 亿
元，覆盖57个贫困旗县、696个乡
镇和 6096个行政村。其中，累放

“富农贷”341亿元，支持了 74.72
万户（次）农牧户；累放“强农贷”
26 亿元，支持了 126 户扶贫龙头
企业。

2014 年 1 月，随着中央对精
准扶贫工作模式详细规划的出台，
农行内蒙古分行将“金融扶贫富民
工程”重点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倾
斜，累计向“工程”项下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到户贷款69.96亿元，
支持贫困户 17.38 万户（次）。根
据自治区扶贫办统计，农行内蒙古
分行发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
扶 贫 小 额 贷 款 占 到 全 区 的
78.57%。农行内蒙古分行金融扶
贫工作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自治
区各级党政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价，被国务院评为“全国社会扶贫
先进集体”。2019年 1月，被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等四个部门联合评
为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最具社会

责任感企业”；3月，被自治区政府
授予“2018 年度金融助推脱贫攻
坚贡献奖”。

农行赤峰分行作为全区14家
分行之一，近年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聚
焦精准扶贫，为赤峰市脱贫攻坚及
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区分
行领导的充分肯定。2017 年以
来，累计为全市融资近 300亿元。
其中，棚改项目投放 67.5 亿元。
其他政府购买服务贷款投放18亿
元，占全区农行的 1/4。自 2013
年以来，累计投放“金融扶贫富民
工程”项下贷款 117.3 亿元，接近
全区农行的 1/3。截至 2019 年 5
月末，赤峰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274.5 亿元，较年初增加 31.4 亿
元，综合绩效考核连续3年居全区
第一位。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倒计
时，到了决战决胜、攻城拔寨的关
键节点。在这最为关键的时期，农
行内蒙古分行审时度势，在业内创
新推出“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金
融支持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实施
此项行动契合当前工作实际，具有
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实施此项
行动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体现。5月31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上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
本动力。农行内蒙古分行实施此
项行动，就是为广大老百姓谋发
展、谋幸福，将实实在在的金融服
务送到千家万户，用心用情做好金
融支持脱贫攻坚，以实际行动推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开展。

“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行动
是解决农村牧区金融服务短板的
重要途径。当前，我区农村牧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供给不足，
农牧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不同程度存在。通过实施此项行
动，农行内蒙古分行将切实履行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将最优
惠、最便捷的金融服务送到老百姓
手中，切实增强广大老百姓特别是
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激发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为
自治区发起脱贫攻坚最后总攻提
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助力自治区如
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金融
支持脱贫攻坚专项行动是自治区
乃至全国金融系统服务乡村、助力
脱贫攻坚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
农行内蒙古分行将坚持以党建为
统领，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一般
农牧户、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
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五大群体作
为重点支持对象，向全区 79个旗
县近千个乡镇派驻“农行支持脱贫
攻坚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将农
行的金融服务延伸到全区 10078
个行政村，以最优惠的利率每年为
每个乡镇投放贷款 1000 万元以
上，每年为全区上万个行政村投放
贷款100亿元以上，到2020年末，

全 辖 行 政 村 贷 款 覆 盖 率 达 到
100%。

为实现以上目标，农行内蒙古
分行将努力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
持以党建为统领。农行内蒙古分
行将与自治区、各盟市、旗县、乡
镇（苏木）、行政村（嘎查）探索建
立联合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
小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势，通过抓党建促脱贫，推动专项
行动向纵深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二是坚持以科技为引
领。农行内蒙古分行将运用最先
进的金融科技，通过实施“互联
网+三农”“互联网+扶贫”，实现金
融服务零距离，为广大农牧民提供
365天 7×24小时不间断服务，打
通农村牧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三是坚持最为惠民的政策。
农行内蒙古分行将始终坚持“保本
微利、让利于民”的原则，将综合
成本降到同业最低水平，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贷款一律执行基准利
率，坚持创新担保模式，引入多元
化、普及化、便利化的综合担保机
制，做实顶层设计，全力以赴破解
农村牧区“贷款难、贷款贵”的瓶
颈。

农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春林同
志致辞。

农行内蒙古分行助力赤峰脱贫攻坚专项行
动启动仪式。

农行内蒙古分行与赤峰市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党员先锋队全体成员宣誓。

序号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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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巴彦高勒三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巴盟侨联四元研制有限公司
巴盟畜牧科技开发示范基地
世奇林业种苗公司
内蒙古巴盟乌拉特中旗河套联鑫高效农牧业开发中心
五原广丰农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五原县土特产品实业公司
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佘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镶黄旗残疾人联合会
镶黄旗亚力盖图国营机械林场
镶黄旗家畜育种改良站
镶黄旗林业工作站
苏尼特右旗海阔建筑装璜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机床附件总厂
锡林郭勒盟巨洋肉业有限责任公司（物权）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菜园经委
呼和浩特市郊区西菜园乡南茶坊村委会
苏木沁村委会
榆书沟村委会
红旗村委会
呼和浩特市郊区桃花乡前桃花村医务所
甲兰板村委会

项目所在地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镶黄旗
镶黄旗
镶黄旗
镶黄旗
苏尼特右旗
呼和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本金余额
1,000,000.00

922,200.00
3,800,000.00
4,190,000.00

576,100.00
4,810,200.00
1,500,000.00

161,760,000.00
12,763,000.00

110,420.00
110,000.00

0.00
184.28

204,250.00
1,780,000.00
1,258,700.00
7,401,500.00

353,571.40
300,000.00
29,000.00
18,100.00
14,000.00
10,000.00
1,000.00

保证情况
内蒙古巴彦高勒三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巴盟侨联四元研制有限公司
巴盟畜牧科技开发示范基地
世奇林业种苗公司
抵押物为承包的1995亩农业开发荒地

内蒙古五原县土特产品实业公司
以公司第三条生产线机器设备作抵押

呼和浩特市锅炉制造总厂
房屋建筑物686.46㎡、土地1407.80㎡
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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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户债权资产的营销及处置公告

抵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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