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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想着还有喝不上干净水的群众，心里要惦
记着饮水困难的老百姓。水利人的初心使命，就是牢固
树立为民服务意识，增强为民服务办实事、解难题、解水
忧的履职担当。”这是6月30日内蒙古水利厅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刘万华带领厅领导班子
成员和厅机关共63名党员干部在清水河县开展“坚守
初心担使命 为民服务解水忧”革命传统教育暨主题党
日活动并调研当地群众吃水情况时动情的话语。

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的影响，清水河县有
部分群众吃水仍靠水窖集蓄雨水来解决。多年来，自治
区水利厅和各级水利部门将解决当地群众吃水问题作
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重点推进，基本解决了饮水不安全
问题，但保障程度不够高，仍有部分群众存在饮水困
难。水利厅党员干部们此次走基层、察民情，深入赵青
山村、李盆林村和胶泥峁村，到村民家中走访和调研，详
细了解吃水情况和吃水困难，并品尝了水窖中的水，亲
身体验了艰苦偏远地区群众吃水困难，亲身感受群众的
水忧、水盼，进一步加深了水利人的为民情怀和使命担
当。

党员干部们深入到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通过参观老牛坡北堡村日伪军“围子”、老牛
坡党支部旧址、老牛坡展馆等，深入了解晋绥边区红色
政权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学习了革命先烈们崇高的革
命理想、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一步
坚定了理想信念。

刘万华在活动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本职工作，找准

切入点，全力保障群众的饮水安全。当前，我区水利建
设管理中，尤其是饮水安全工作中，存在水源易干（干
涸、短缺）易断（断水）、集中管网供水易损易坏、水质易
超（超标）易变（水质变化）、百姓易烦易怨等水安全保障
的难题，这是做好民生水利工作的重点难点和切入点。
要针对当前农村牧区存在的吃水困难问题开展深入研
究，制定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措施，通过工程提升改造、
整体挖潜提质、建立合作取水机制等方式让群众吃上安
全水、放心水。要把饮水安全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到实
处，把党的为人民服务优良传统落到具体工作中去。

伴随厅机关党员干部而来的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了
农民群众喝水困难的场景后，用稚嫩的声音高声说，今
后我们一定要爱惜水、保护水。我们自己不浪费水，也
要监督周围的人，让大家一起节约水资源。

“我们带小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要让城里长
大的孩子们，一起接受这样的教育，让他们从小树立珍惜
水、节约水的意识。同时，要懂得还有许多大人孩子们喝
着水质差的和你们不一样的水。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
活，好好学习，将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刘万华说。

水利厅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和
深入调研，深感水利人肩上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一定要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针对性、操作性强，把存在饮水困难问题作为下一步
工作的重点，尽快完善措施，让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
水。要把履职担当尽责体现到为民服务解水忧、为自治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水利支撑和保障。

（李建国 彭雅丽 潘英华）

内蒙古水利厅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体验群众饮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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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9时至2019年7月12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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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鸿波电子通讯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买标的：截至2019年 2月 10日，我公司持

有的鄂尔多斯市鸿波电子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不良资产

债权本息合计2118.83万元，其中贷款本金1799.95万

元，利息及罚息211.19万元，代垫费用13.19万元，孳

生息94.50万元。

二、竞买规则：竞买起拍价：3,300,000.00 元，

保证金：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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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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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先生 0471-6908192

李先生 0471-690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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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鄂尔多斯市鸿波电子通讯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从 2019 年 4月 1日起，加工制造业将原适用 16%
增值税税率的项目减按 13%税率征收，以税收负担
的“减”，给企业带来资金压力的“降”。减税降费新
政实施为包头市加工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阵阵
暖意。

其中包头市大型民营企业包头经纬能化有限公司感
受最深，该企业地处石拐区工业园区内，主要生产焦炭、
焦化产品。今年预计减免增值税、印花税等共计300万

元，税负下降了0.15个百分点。
“我们把减税降费省下来的大笔资金投入到扩大

生产规模和改造环保设备上来，2019年5月投入脱硫脱
硝项目改造近5000万元，已通过环评验收，并通过利用
企业产生的废气，上线一条年产值十万吨的甲醇生产项
目，该项目在提升产能的同时又利好工业园区内的自然
环境。这就是当前好的营商环境带给我们的重大利好。”
该企业财务总监江锋高兴地说道。 （高慧）

减税降费带来连锁效应经济民生双双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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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9时至2019年7月12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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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阿巴嘎旗蒙元牧工
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买标的：截至2019年2月26日，我公司持有的
内蒙古阿巴嘎旗蒙元牧工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息合计
1692.72万元，其中贷款本金1433.79万元，利息153.55万
元，孳生息105.38万元。

二、竞买规则：竞买起拍价：6000000.00元，保证金：
1800000.00元，增价幅度：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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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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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0471-6908204
孟女士 0471-690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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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内蒙古阿巴嘎旗蒙元牧工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不慎将赤峰腾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安极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证书编
号：01010411，注册编号：蒙215131325106，资格证书编号：NMG0031900）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赤峰腾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尚卒卿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证书编
号：01010409，注册编号：蒙215131325104，资格证书编号：NMG0031927）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日表示，中
方热烈祝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正式启
动，这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
程碑，也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7日，非洲联盟特别峰会在尼日
尔举行，宣布正式启动非洲大陆自贸

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作为非洲国家的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中方热烈祝贺非洲大
陆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这是非洲经
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充分体现
了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团结振兴的强烈
意愿和坚定决心，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明显上升的背景下，启动非洲大陆自贸区
建设，也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他说。

耿爽表示，近10年来，中国一直是
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设施联通、贸
易便利、产业促进等方面积极采取行
动，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自贸区建
设。非洲自贸区正式启动为中非合作
开辟新的前景。

外交部：热烈祝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

□新华社记者

中美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大阪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同意重启经贸磋
商。国际政经界人士及专家学者对中
美元首会晤达成重要共识表示欢迎，
认为中美解决经贸摩擦能造福全世
界，并赞赏中国为此付出的努力。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常务
董事蒂洛·布罗特曼表示，该联合会热
烈欢迎中美重启经贸磋商，中美是德国
机械设备制造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
投资地，德国企业感受到中美经贸摩擦
的不利影响，希望双方能解决问题。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系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表示，中美
解决经贸摩擦是巴西希望看到的。中
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是两国为解决经

贸摩擦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伊斯坦布尔律师、土耳其商界青年高

管协会董事会成员布塞·珀纳尔·卡恰尔
说，支持中美就经贸摩擦达成和解，她不认
为对这个世界而言“还有什么别的选项”。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中央宣
传委员会秘书长、民盟党刊《民主浪
潮》总编辑蒙育瓦昂信说，中美经贸摩
擦如果扩大，不仅会对中国和美国，也
会对与双方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造成
影响，包括欧洲和东盟国家。

尼泊尔前总理贾拉·纳特·卡纳尔表
示，贸易战不会有赢家，全世界特别是像
尼泊尔这样的欠发达国家，都希望美国
能够和中国坐下来，真心实意地通过磋
商解决争端。他呼吁各方支持多边主
义，为了共同的未来深化全球合作。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
国阵线（民盟）发言人西蒙·卡亚·莫约说，

“中美应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友好协商”。
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主席内奥菲

图表示，塞浦路斯作为欧盟的一部分，
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各方合作下
才能有效地解决经贸问题。

巴基斯坦资深媒体人、《今日巴基斯
坦》报伊斯兰堡站负责人阿布拉尔·侯赛
因说，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中国表现得
非常克制和负责任。他称赞中国是全
球化的积极推动者，扮演着世界政治
和经济稳定器的角色。

塞尔维亚人民党总书记约万·帕拉利
奇说，中国呼吁对话和互惠互利，体现出中
方希望通过对话和合作共赢解决问题的
愿望，以及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目标。

（参与记者 周星竹 左为 易
爱军 庄北宁 周盛平 石中玉 张
玉亮 张保平 刘天）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达成重要共识同意重启经贸磋商

7月7日，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一名渔民在落日余晖中撒下渔网。 新华社发

日暮渔人

□新华社记者 郑扬子 郭骏

第12届非洲联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特别峰会7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
幕，会议正式宣布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开幕致辞中
宣布，尼日利亚、贝宁两国正式签署非洲
大陆自贸区协议并递交了协议批准书。
截至目前，非盟55个成员中，除厄立特里
亚外，54个成员已签署协议，其中27个
成员按本国相关法律程序批准协议后向
非盟委员会递交了协议批准书。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已于5月30日
正式生效。如果非盟55个成员最终全部
签署协议，从成员数量上看，非洲大陆自
贸区将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有望促
成一个覆盖12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合
计2.5万亿美元的大市场。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专家斯蒂
芬·卡林吉说：“自贸区将最大限度降低关

税壁垒，这为商品在非洲大陆内部流通以
及进出口提供更多便利，非洲大陆整体投
资环境也将得到改善。”

卡林吉表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将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带来更多机遇。
他指出，以航空工业为例，中国一直在该
领域有着较强技术实力，借助非洲大陆自
贸区的有利政策，中国将有望帮助非洲各
国改变严重依赖西方航空技术的现状。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
是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随着相关协议进入实施阶段，区域内贸
易壁垒逐步降低，联通设施不断完善，
非洲国家间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并进
一步推动各国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产业
政策协调互补，加速工业化进程。

不过，他指出，由于基础设施匮乏和
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非洲统一市场对区域
经济的促进效应显现尚需时日。非洲大

陆仍需中国等外部力量大力支持一体化
建设。中国近年来推动中非产能合作和

“一带一路”建设，完全契合非洲发展愿
景，非洲期待中国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奥努纳伊朱说，中国是全球制造业
中心，金融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也很高。
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意味着中非经贸合
作空间扩大。中国可以把相关产能转移
到非洲，提升非洲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例如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能帮助非洲国
家搭建电子商务平台，推动跨境金融结
算，促进“非洲制造”和“非洲服务”流通。

开罗大学经济学教授瓦利德·加布-阿
拉认为，未来将有更多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在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中获益。他说：“仅就
埃及来说，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有利政策将成
为埃及吸引更多中国投资的重要举措。”此
外，“通过自贸区建设，非洲各国间贸易往来
加强，将为更多中国在非长期项目的开展提
供便利”。 （新华社尼亚美7月8日电）

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成立 中非合作迎来更多机遇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记者
王立彬）从支付宝平台到互动AR游戏，
从公益点滴随手拍到限量版T恤，我国
公益活动正因年轻人而变得时尚起来。

在8日举办的“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
发布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体彩管理中心
携手青年潮流设计师，联袂推出3款“国潮”
风T恤，引领公益新思潮。中国扶贫基金会
新长城项目副主任金疏雨等现场介绍了体

彩特别限量版T恤设计理念，对“新公益观”
进行全面解析：让公益与时尚契合而温暖。

据介绍，在以往的观念中，“公益”更多
强调组织或个人积累财富后，通过捐赠完
成善举；而年轻一代参与公益活动，不仅注
重利他，也强调自我；既有社会责任感，也注
重个人价值实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
益事业需要与时俱进，不断焕新，将每一个
微小善举汇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发布会还推出新公益线上游戏玩
法，公布“潮公益”代言人招募活动，携手
支付宝平台，推出以产品为核心的互动
AR游戏，参与者可以体验概率型游戏

“超级大乐透”和即开型游戏“顶呱刮”两
款产品。与此同时，参与者还可以分享
身边公益点滴，上传照片参与7月15日
上线的“潮公益 在益起”线上活动，有
机会获得上述3款“国潮”风T恤。

我国公益活动正因年轻人而“时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