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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以下简称“建行内蒙古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
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达成债权转让安排，建行内
蒙古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建行内蒙古分行与中国信

达内蒙古分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19年5月31日

编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苏勒
德科贸有限公司

鄂托克前旗时鼎
天然气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众利惠农
物流有限公司

乌海市黄河种养
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万联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善盟海亮汽
车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

巴彦淖尔市奥宝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建鄂小贷（2016）11号

建蒙鄂贷[2012]51号

建蒙乌海贷（2015）17号 、建蒙乌海贷
（2015）17号补充0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贷（2014）44号、建蒙乌
海小企业贷（2014）44号补充0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贷（2015）46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贷（2012）03号

建蒙巴小企业贷〔2016〕26号

担保人名称

邱鹏舞、王爱琼

鄂托克前旗时鼎天然气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
时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时平、高乌云、鄂
尔多斯市宝恒煤焦电有限责任公司、鄂托克前旗时达绿
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双赢圣源天然气管道有限
公司、张建平、石彩凤、何兴贵、刘世莲、唐志先、贾瑛

内蒙古众利惠农物流有限公司、内蒙古黄河能源科技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千里山选煤有限责任公司、内
蒙古黄河工贸集团千里山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马文
义、王莉、马文利、任丽仙、杨军义、牛四桃、王飞、王新
丽、薛金祥、王利叶、马万良、杨玉林

马文义、王莉、马文利、任丽仙、马万良、杨玉林、内蒙古
黄河能源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千里山选煤有
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万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娄凯翔、娄占虎、刘青松

阿拉善盟海亮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刘海亮、白慧娟、
刘海朋、王洋洋

巴彦淖尔市奥宝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田立芳、李建国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建鄂小担保（2016）11-1号
建鄂小担保（2014）55-1号
建蒙鄂担保【2012】51-3号
建蒙鄂担保【2012】51-4号
建蒙鄂担保【2012】51-5号
建蒙鄂担保【2012】51-1号
建蒙鄂担保【2012】51-2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7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8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1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2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3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5号
建蒙鄂担保【2015】51-6号
建蒙鄂担保【2015】65-4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2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3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4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5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6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7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9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10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号补充01-1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号补充01-2号
建蒙乌海担保（2015）17-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4）44-2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25-3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4）44-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25-2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25-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3）18-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3）18-2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5）46-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3-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3-2-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2）03-2-2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6】26-1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6】26-2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37-1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37-2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6】26-3号

未处置借款本金余额（元）

5,807,452.3

219,318,214.13

45,000,000.00

18,499,970.12

24,828,325.67

17,990,279.59

5,735,996.68

利息（元）

633,741.9

17,404,613.46

4,346,321.76

2,228,235.14

4,556,966.89

29,072,937.55

561,147.72

本息合计（元）

6,441,194.20

236,722,827.59

49,346,321.76

20,728,205.26

29,385,292.56

47,063,217.14

6,297,144.40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1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以实施《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为契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力度为各类市
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

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
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是增强市场活力、
稳定社会预期、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
进发展和就业的有效举措。明年1月1
日实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总结了
近年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的成效和经验，从法制层面明确了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要
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我国营商
环境还需更大努力加以改善和优化，这
方面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要抓紧出

台《条例》配套措施，加快清理、修改或
废止不符合《条例》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确保《条例》落地。

会议强调，要按照《条例》要求，聚
焦市场主体关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
突破，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一是进一步精简审批。明年
编制公布国家层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清单外一律为违规审批。大幅精简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外的其他准入管理措
施。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明年
底前将国家职业资格数量再压减一半
以上，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
全部调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二是进
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幅放宽对
服务业市场主体的资质、从业人员、经
营场所等要求，取消对营利性医疗、教

育等机构在证照办理、设备购置、人才
聘用等方面不合理限制。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着力“照后减证”。三是进一
步清理政府部门下属单位、商业银行、
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涉企收费。
整治物流领域不合理收费，明年底前进
出口单个集装箱常规收费压减至400
美元以内。四是进一步促进公平竞
争。清理纠正在行业准入、资质标准等
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歧视性或没
有法律依据的差异性规定做法，一视同
仁公正监管。强化政务失信责任追究，
对因公共利益等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
合同约定使企业受损的要依法补偿。
五是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明年
底前力争全国所有市县不动产一般登
记、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全部压至5个工

作日内，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和
主要涉税事项网上办理。全面推广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群众办理实行告知
承诺制的事项，只需作出符合规定的承
诺，不需提交任何证明。

为发挥好营商环境评价的引导和
督促作用，会议要求在2018年以来全
国部分城市开展的国内营商环境试评
价基础上，以市场主体感受为依据，改
进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既查找解决共
性问题，又不增加地方和企业负担。要
对标国际先进，抓住纳税、获得信贷、跨
境贸易等短板弱项，推出有针对性改革
举措，定责任定时限逐项落实，加快推
广社会认可、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动营
商环境持续改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契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更大力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近期，山西平遥、山东济宁先后发
生煤矿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生产安全警钟接连敲响。这些事故
提醒我们，临近岁末，各地各部门尤其
要严防安全事故，严守安全生产红线，
以“万无一失”防止“一失万无”。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历来是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领域。今年以
来，虽然安全生产事故总量、较大事故
和重特大事故起数继续呈现下降态势，

但恶性事故和风险隐患仍然突出，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岁末年初，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高
发期。从自然因素来看，冬季气候相对寒
冷干燥，灾害天气多发，生活取暖等易形
成安全隐患；从企业生产来说，一年将尽，
部分企业为了完成全年生产进度，往往加
班加点，超量生产，容易出现人困马乏现
象；从监管层面来讲，一些地方的安全生
产监管部门主体责任逐级衰减，监管职责
层层弱化，年末节点增加了监管难度。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强

化安全生产意识，坚决摆脱抢进度、赶
工期、突击生产的状况，严格开展安全
生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自查自纠。
倘若心存侥幸，可能会“自食恶果”。

作为安全生产监督执法者，各级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形成监督执法合力，当
前要重点加强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
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持

“严”字当头，“命”字在心，抓好源头管
控，扎实排查隐患，重锤出击，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

安全生产还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
治本，构建长效机制。要完善和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
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层层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切实抓出实效；加快制定修订
相关法律法规，对导致重大事故的主观故
意违法行为加重处罚；加强安全基础建
设，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促进安全生产形势实现根本好转。

安全生产无小事，事故警钟应长
鸣。值此岁末节点，唯有时刻绷紧安全
这根弦，不断强化责任落实、筑牢制度
防线，才能防患于未然，守护好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岁末年初尤其要严把安全生产关

●李克强会见苏里南总统鲍特瑟
●郭声琨在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座谈会上强调 真改实改
应改尽改 确保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目标实现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新舟60遥感飞机交付验收
●全国首个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正式启用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沉痛悼念陈明忠先生
●全国最大地下水漏斗区地下水位下降趋势减缓
●我国发行单次最大规模美元主权债券
●北京将于明年5月起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应急管理部批准消防员张伟杰为烈士
●10月份全国6300多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杭州 11月 27日电 （记
者 张璇）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27日
对外披露，截至 27日，全国已有 1亿
人加入了支付宝上的大病互助计划

“相互宝”。数据同时显示，这1亿多
人在获得保障的同时，“相互宝”已经
救助了1万多名因大病或意外陷入困
境的成员，其中近一半是 80后和 90
后。

支付宝数据显示，“相互宝”的 1
亿成员中，三分之一的成员来自农村
和县域，近6成成员来自三线及以下城
市。在全国，参与“相互宝”人数最多
的 10个省份为河南、广东、山东、四
川、湖北、江苏、湖南、安徽、河北、浙

江。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

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认为，“相互宝”降
低了保障门槛，并通过群体互助的形
式提升了抗风险能力，是完善大病风
险保障的有益补充和探索。

公开资料显示，大病互助计划“相
互宝”于2018年11月27日上线，模式
是“一人生病，大家出钱”，即加入计划
的成员在加入后如不幸患上重疾，可
以申请最高30万元的互助金，互助金
由其他成员均摊。

支付宝方面介绍，为进一步保证
公平透明，“相互宝”设立了案件调查、
公示等制度，接受大众监督。

全国超1亿人加入网络互助计划“相互宝”
一年已救助1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