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郭力 版式策划：杨杰 2020年5月7日 星期四 国内新闻国内新闻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北京天拓联创科技有限公
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至北京天拓联创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

北京天拓联创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天拓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抵质押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抵

押人、质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北京天拓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北京天拓联创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邢凯 联系电话：13611075155 传真：010-64925817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16号楼1803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18686236764 传真：0471-4955982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D座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应支付给北京天拓联创科技有限公司的本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明细：

序号
1

债权行
呼和浩特分行

债务人
鄂尔多斯市瑞德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
王改香、刘浦嶂、刘燕、内蒙古恒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
鄂尔多斯市瑞德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人
鄂尔多斯市瑞德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30,000,000.00

欠息（截至2019/08/31）
26,795,104.99

单位：元

根据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
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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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权益，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庆源绿色金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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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资产清单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所属银行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鑫垚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鼎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吉顺种养殖业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亿臻种养殖有限公司

闫闻吾

闫闻吾

周永刚

高振刚
高振刚
张东续
张飞虎
刘俊英
高陆飞
闫小英
王桂云

贾瑞

乔梅女

借款合同编号

140803001D100012

140803001D100009

130803001D100002
120803001D100007

140803114D100007

150803114Z100004

gd201707266872

150803114D100026
140803114D100038

sx201711240955、gd201812287181
gd201712157003
gd201812307186
gd201812307187

140803114D100005
130803114D100031

120803114B100011

gd201812277180

债权本金余额（万元）

300

450

380
220

300

100

300

480
0

350
200
200
70
300
203

210

140

利息余额（万元）

233

255

794
420

231

14

12

244
73
38
41
20
8

253
638

741

15

担保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鑫垚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鑫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鑫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永刚
鄂尔多斯市永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永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闫小英、张飞虎、高交岐、李林丽

闫小英、张飞虎、高交岐、李林丽、张润飞、刘俊英

张飞虎、马双全、周瑞娥、李飞荣、周瑞锋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鼎烽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高交岐、李林丽
高交岐、李林丽
郝磊、马婷、刘海龙、彭志娟、张飞虎、闫小英
刘瑛、闫政
闫小英、张飞虎、高交岐、李林丽、段海峰、杨凯、张润飞、刘俊英
闫小英、张飞虎、高交岐、李林丽
闫小英、张飞虎
王桂云、王玉祥、王玉文、阿荣
鄂尔多斯市众友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准格尔旗亿荣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140803001D100012D

140803001D100009D
140803001D100009B
130803001D100002D
120803001D100007D
140803114D100007B
140803114D100007D
150803114Z100004Z
150803114Z100004B

gd201707266872

150803114D100026D
140803114D100038D
sx201711240955
gd201712157003
gd201812307186
gd201812307187
140803114D100005D
130803114D100031

120803114B100011

gd201812277180

币种：人民币

“妈妈，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和爸爸包了你喜欢吃
的素馅饺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因疫情没能返校的儿子
打来电话问，本已疲惫一天的王芳立刻绽开了灿烂的笑
容，其实她早就知道孩子给她准备了惊喜。

“班长，下班时间已过，这个尼尔基变电站已基本巡视
完毕，要不你先回吧，我们将剩下的细微工作再拢一下应该
没问题，难得孩子这么有孝心、懂事。”袁显辉试探地问道，因
为她知道这个班长可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人。而挂断电话
后，王芳立刻回到工作状态，认真地布置起了其它工作……

国网莫旗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由五名女子组成，无论
酷暑，不分朝夕，在1.1万平方公里的莫旗的大地上，她们
踏遍了辖区内17座变电站的土地，扛起了千家万户保障供
电安稳的大旗。今年“五一”假期正值春检高峰，计划停
电、变电检修等工作量大、倒闸操作频繁，容不得半点分
心。她们必须时刻坚持高标准原则，不断强化安全意识，
务求全程实现安全生产可控、能控、在控。

平凡坚守换来万家团圆
别人的节日是她们最忙碌的日子，别人团聚的日子

也是她们必须坚守的日子。2020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春节计划，王芳所在的运维班
组比平日更加忙碌，为全面保障医院、政府等重要线路可
靠供电，她们连日奋战保电一线，对辖区内重点变电站进
行巡视，检查全站设备是否运行正常，时时监测17个变电
站的数据变化。陪孩子的时间太少，是她们心中的愧疚，
但每位“战士”背后都有一个牵肠挂肚的家，疫情面前却
依然选择坚强！

用圆满的完成任务来告别最美的芳华
在每一个检修日，姐妹们都要早早来到站内，接令、

出票、停电、验电、挂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围栏、许
可工作票，每一个环节都力争做到最好。按照春查检修
计划，变电修试所对各站避雷器带电监测、变压器铁芯接
地电流测试及设备消缺工作。通过对电气设备进行“观
其色”“闻声音”“问症状”“切脉象”四步走的流程，在带电
的情况下采集、分析各项数据，及时消除设备缺陷，确保
电网设备能够稳定、正常运行。

因停电方案要求避开用户负荷的高峰期，姐妹们时
常要在夜深人静、人困马乏的凌晨一两点出发，然后连续
工作数个小时。为了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她们
常常简化用餐，饿了，就吃口泡面，渴了，就喝瓶矿泉水，
累了就靠着墙边打个盹儿……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们都是女汉子。”这是姐妹们工作多年感触最深的。
不管天气有多热或多冷，若外出检修，她们都要像男

人一样，扛着检修工具，颠簸在崇山峻岭间，穿梭在冰冷
的设备间，干活丝毫不比男人差。雪地里推车、大风天测
温、饥肠辘辘、步行穿越泥土地，她们没有后退一步。这
高强度的工作，连男人都大呼吃不消。

但是，国网莫旗供电公司女子运维班的 5位“女汉
子”以精细的管理、不怕吃苦的品格、过硬的运维技能和
全年零事故的业绩有力保障了莫旗电网的安全稳定运
行，圆满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保电
任务。 （张慧 王琳）

绽放在莫力达瓦的五朵“光明花”

2020 年 4月 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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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内蒙古分
公司”）与徐钢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内蒙古
Y05160048-42），中国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包
头市京蒙商贸有限公司、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王鑫、赵郁、李鹏、刘建萍享有的不良债权资产（含
主债权、从权利以及由此衍生的全部权利、权益）（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依法转让给徐钢（身份证号码：
1502021972****0630）。

截至2020年 3月 20日，标的资产本金余额合计 7,
714,383.47元，由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王鑫及其配偶赵郁、自然人李鹏及其配偶刘建萍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中国华融内蒙古分公司现将债权转让的事实依法通
知标的资产项下的债务人、各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及权利

义务继承人。
徐钢作为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

权，现依法向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及权利义务
继承人进行债务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
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
通知刊发之日起，向徐钢履行还款义务及承担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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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融

大厦15楼
联系人：玉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91
受让方：徐钢（身份证号码：1502021972****0630）

2020年5月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徐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新华社长沙 5 月 6 日电 （记者
阳建）4年前的5月6日，一列“中国造”
流线型磁浮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轨道
上方约8毫米处“起浮”，开启了中国自
主商用磁浮“贴地飞行”的历史。

记者6日从湖南磁浮公司获悉，在
截至5月 5日的4年里，长沙磁浮快线
安全运营1461天，累计开行204511列
次，运营总里程380.04万列公里，运行
图兑现率99.96%，单日最高客流16227
人次。

长沙磁浮快线连接长沙火车南站

和长沙黄花机场，全长18.55公里，设计
时速100公里。2016年5月6日，由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牵头研制的
商用磁浮1.0版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
开跑。

作为我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长沙磁
浮快线开通第一年，4次编制运行图，延
长运营时间，缩短行车间隔，不断提升
乘坐体验。

基于运营经验，湖南磁浮公司不断
拓展科研技术，牵头编制了湖南省中低

速磁浮交通的设计规范、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等标准。

商业运营经验的积累，也推动了中
国自主磁浮技术的更新迭代。2018年6
月，中车株机牵头研制出时速160公里
的商用磁浮2.0版列车。几天前，2.0版
列车成功完成上线达速测试，跑出了
160.7公里的时速，标志着中国自主磁浮
技术在中速领域的攻关取得重大成功。

记者从中车株机获悉，设计时速
200公里的商用磁浮3.0版列车正在紧
张生产中。

中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安全运行4年 新华社北京 5月 6日电 （记者

温竞华）国家卫健委6日通报，5月5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在陕西）；无
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
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8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17人，重症
病例减少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78例（含

重症病例 5例），现有疑似病例 5例。
累计确诊病例1678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1400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5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339例（其中重症病
例 26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7911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3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82883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35577人，尚
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973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0例（境外输入3例）；当日无转为确
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4例（境外
输入9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903例（境外输入8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523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040例（出院920例，死亡4例），澳门
特别行政区45例（出院39例），台湾地
区438例（出院334例，死亡6例）。

国家卫健委：5日新增确诊病例2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