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区从1月28日开始，先后派出包括医
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等在内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带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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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拟对下列两项抵债资产-房屋建筑物进行单独处置（包括但
不限于拍卖、竞价、租赁等），现公告如下：

1.房屋建筑物一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海东路丽苑阳光城小区名仕居3号楼1单元5至6层501
房产，面积为322.9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土地性质为出让，
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蒙（2017）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第
0021907号，结构为钢混，外墙弹涂，配电梯，室内毛坯，现
处于空置的状态。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
联系人：李女士 陆先生
联系电话：0471—2830336,0471—2830330
电子邮件：liyaqin@cinda.com.cn

luchun@cinda.com.cn
2.房屋建筑物二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海东路丽苑住宅区9号楼1至2层北，面积为3570平方
米，用途为商业，土地性质为出让，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蒙
（2017）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第0023157号，结构为砖混，
外墙弹涂，地面方砖铺地；塑钢窗户，至顶刮白，石膏吊顶，
层高约3.2米，二层外跨楼梯，木门包套，楼道及室内方砖铺
地，现部分分割租赁中。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李女士 陆先生
联系电话：0471-2830336,0471-2830330
电子邮件：liyaqin@cinda.com.cn

luchun@cinda.com.cn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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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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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资产的详细情况可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为：www.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71—283031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fukai-

q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0年3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实物资产处置公告

福彩快讯

我区3月16日起恢复福利彩票销售
本报3月18日讯 根据中国福

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福利彩票销售
系统恢复时间安排，经自治区主管
部门批准，我区福利彩票销售系统
已正式恢复，并于3月16日全面恢
复了乐透数字型福利彩票（“双色
球”“3D”“七乐彩”“快3”“时时彩”）
和即开型福利彩票的销售、开奖和

兑奖工作。
为切实维护广大彩民的合法权

益，福利彩票“双色球”“七乐彩”
“3D”“时时彩”“快3”游戏兑奖截止
日期在春节休市期和暂停销售期内
的，或兑奖期包含于春节休市和暂
停销售期内的，兑奖截止日期一并
延长至2020年5月6日。

服务类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怎么找
工作？

答：一是依托当地招聘网站、微信公
众号组织实施线上招聘活动，并指导用
工企业和求职者开展网络、移动客户端
等多种形式的在线面试，做到疫情防控
与求职面试两不误。二是自治区以

“2020年内蒙古大型网络招聘月活动”
为载体，依托内蒙古草原智慧云平台、内
蒙古人才网和微信公众号，开通全区网
络招聘平台，打通1+12盟市网络服务
对接通道，常态化、不间断向社会发布公
告，公布对接服务电话，发布用人单位和
求职者供需相关信息，组织企业录入用
工信息（详情请登录内蒙古人才网

www.nmgrc.com）。
2.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业服务

相关业务网上怎么办理？
答：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登录“自

治区就业网上服务大厅”，选择单位
网上服务大厅、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办
理相关就业服务业务。

单位网上服务大厅可提供：单位就
业登记申请、单位录用社保补贴申请、公
益性岗位社保补贴申请等服务。内蒙古
自治区就业网上服务大厅（企业服务）：
http://106.74.0.245:8081/unit -
login/#/unitlogin。登录方式：已注
册企业，可用原账户密码登录；未注册企
业，需先注册后登录。

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可提供：就业登
记及就业创业证发放、失业登记及就业

创业证发放、就业援助认定申请、灵活就
业社保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个
人就业培训补贴申请、个人创业培训补
贴申请、培训需求登记、创业项目查询、
培训机构查询、培训班期查询、创业指导
专家查询、创业孵化基地查询等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网上服务大厅（个人
服 务）：http://106.74.0.245:8081/
pronlogin/#/pronlogin。登录方式：
已领取社保卡人员，可用原账户密码登
录；未领取社保卡人员，可用身份证号码
先申请注册后登录。

抗击疫情 就业服务不打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内蒙古农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充分发挥
政策性担保机构职能，加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五措并举切实解决新型农
牧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助力春耕生产和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是优化审批流程。审批权限下放，简化调查方式，反担保他项权利
登记手续可待疫情结束后补办。

二是降低融资成本。法人客户担保费降至1%；农牧民种养大户和列
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企业执行0.5%优惠担保费率，新型经营主体带
动贫困户的担保费率再下浮50%。

三是免实物抵质押。100万元以下农牧民种养大户，以信用保证为
主，无需提供实物抵质押。

四是建立缓释机制。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客户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
以续保。

五是开辟绿色通道。疫情期间，业务相关合同签订可采用远程视频
或现场录像方式签署。

咨询电话：
公司担保业务部：0471—4193743 4193482
呼伦贝尔市分公司：0470—3101396 3101393
赤峰市分公司：0476—5670197 5670196
锡林郭勒盟分公司：0479—2280917 2280920
巴彦淖尔市分公司：0478—8911371 8911384

内蒙古农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多措并举助力春耕生产和农产品稳产保供

●不慎将内蒙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陈豪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注
册编号：蒙215141529799，证书编号：01015337）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阿荣旗那吉镇雨润冷鲜肉专卖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8张
（发票号码：29799885-29799892，发票代码：015001900111）丢失，特
此声明。

●不慎将内蒙古金长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永刚的《注册监理
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证书编号：00467606，注册编号：21008696）丢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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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三是协同联动、闭
环防控，紧紧盯住入境、转运、入区
等各个环节，坚持线上线下一体、
区内区外一体，层层把牢关口，逐
环节点对点、手递手交接，确保全
程可知可控。

与此同时，严格落实集中隔离
防控措施。按照自治区要求，从境
外来我区人员，一律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

所有入境来我区人员，要求必
须如实申报登记身份信息、区内住
址、联系电话、14天内行程、健康状
况、入境目的等信息。

对一些入境人员怀着侥幸
心理、采取各种手段拒绝申报，
不如实申报健康状况、不配合体
温监测，故意隐瞒发病情况、境
外旅行史等行为，将依法予以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
罚。

就境外入区人员
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上接第1版 同时，要推动挂联
旗县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疫情防
控、减贫长效机制建设和乡村振
兴，扎实做好产业发展、扶贫资产
管理、社会保障和救助、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和社区融入、基
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等各项工作，推动三农三牧全面提
升。

李秀领提出，要认真总结脱贫
攻坚和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从对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中，不断
深化对社会治理的理解、对中国政
治和制度优势的感悟，增强“四个
自信”“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
护”的自觉，进一步提高凝聚共识、
建言资政的政治水准和质量。

自治区政协党组
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扩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