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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7 日讯 为落实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深化合作框
架协议》，7月 24日，自治区商务厅
与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备忘录。自治区商务厅党
组书记、厅长田永，中国石化内蒙
古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华
见证签约，双方就深化政企合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交换意见。

田永厅长在发言时表示，中国
石化内蒙古分公司作为中央驻区企
业，切实肩负央企政治担当、责任担
当，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较大贡献。当前，中国石化利用加
油站网络布局，在非油品销售方面
已形成一定规模、具备一定优势，希
望中国石化能够继续推介自治区特

色商品，为自治区特色产品在全国
范围内打开市场销路、促进消费流
通发挥重要作用。今后，自治区商
务厅将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电
商合作平台，推动内蒙古特色农副
产品进入中国石化易捷便利店销售
渠道，有效助力全区农副产品上行，
帮助农民增收。

张华总经理对自治区商务厅积
极促成双方合作所做的努力表达了
感谢。他表示，在全区商务部门大
力支持下，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
在融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取得
了长足进步，此次战略合作备忘录
的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新阶
段。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将按照
合作备忘录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以高效务实的工作推动合作事

项尽快落地落实，为全区商贸流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尚志强、
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史
永辉分别代表政企双方进行现场签
约。根据合作协议内容，双方将在
成品油零售网络规划发展、中国石
化易捷便利店建设发展、自治区特
色农副产品营销推广、参与支持会
展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互
帮互促，协同提升企业和产品市场
竞争力。

（韩明通）

自治区商务厅与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践行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理念，统筹优化
用能结构，加快推进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全
面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
蒙东地区用能电气化清洁化合作发展交流会
上，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安盟行政
公署向社会各界发出如下倡议：

一、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倡导者。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统一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广用能电气
化、清洁化，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培育成带动
兴安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二、做用能电气化、清洁化的践行者。立足
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居民供暖、农

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餐饮等各领域，不断深
化用能电气化、清洁化应用，促进能源生产和消
费清洁低碳转型，推动各行业以电代煤、以电代
油、以电代气。

三、做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督导者。大气
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非一人一事之成，改善环境
质量，非一朝一夕之功。强化主人翁意识，积极
参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年行动，齐心协
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行稳致远。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倡
导“绿色电力 让用能更清洁、更高效、更智
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美丽兴安而共同
努力！

2020年7月27日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与兴安盟行政公署
共同发出倡议

旅客乘坐长途列车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此时列
车员及时提供的帮助和贴心周到的服务，会让旅客整
个旅途充满温暖。

2020年7月26日，由赤峰南开往包头的K895次
旅客列车缓缓驶入通辽站。此时，在站台上走来了一
位老人。这位老人行动不是很方便，眼睛视物也不太
清楚，列车员金子琪在车门口进行重点帮扶，护送着老
人上车。交谈中得知这位老人要去包头探亲，因随行
家属也年龄偏大，无法独自照顾老人，一路上列车员金

子琪送水到座，帮扶入厕，使老人和其家人度过了一个
难忘的旅程。细致周到的服务，让这位老人及家属深
受感动。下车后，老人对列车员金子琪用心为旅客服
务的实际行动深表感谢，夸奖金子琪服务热情、乐于助
人。金子琪随即愉快地告诉她们这是列车员应该做
的，她也为旅客的困难得到解决感到身心愉悦。

包头客运段深圳车队始终遵循着“以服务为宗
旨，待旅客如亲人”的原则，努力为旅客提供热情周到
的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旅途。 （苏晴)

温暖旅客回家路

7月27日，蒙东地区用能电气
化清洁化合作发展交流会在兴安盟
乌兰牧骑宫胜利召开。自治区副主
席、兴安盟委副书记、盟长奇巴图，
兴安盟行署副盟长刘树成，国网蒙
东电力董事长、党委书记潘秀宝，国
网蒙东电力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
成松，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收费管理处处长宿中原，自治区
能源局处长任泽参加会议。

会议积极响应国家“节约、清
洁、安全”能源发展战略，落实自治
区“生态发展、绿色发展”要求，以

“绿色电力 让用能更清洁、更高
效、更智能”为主题。

兴安盟行署副盟长刘树成，国
网蒙东电力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
成松在会议上致辞。兴安盟行署和
国网蒙东电力现场签署《用能电气
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统筹优化
用能结构，加快推进大气环境污染
综合整治，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推动
兴安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加强在供热采暖、电气化乡镇
建设、景区用能和交通运输领域电
气化的推广和应用。双方通过加快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争取电价扶持
政策、强化技术研发、完善运行机制
等方面的工作，建立起密切沟通机
制，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双方还向社会各界发出诚挚倡
议，倡导全社会做用能电气化、清洁
化的践行者，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倡导者，做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
督导者。

会议期间，7位能源领域专家进
行了现场讲座。20家厂商现场参
展，20家发电企业、65家用电客户
受邀参会。

会议首次采用线上及线下推广
结合的形式同步进行，相比以往的
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会，本届交流会
更直接展示了新技术的应用成果，
实现了新技术的应用转化。参展厂
商携其最新产品、技术及概念登场

亮相，通过用能实践案例，展示综合
能源服务、清洁供暖、智慧楼宇、智
能家居、电动汽车、粮食烘干等新型
用能技术，引导电力用户向清洁供
暖、电动汽车、全电景区、清洁能源
小镇等新型用能方式转变。

据悉，此次交流会由国网蒙东
电力主办，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
具体实践，也是助力打赢“三大攻坚
战”的坚强行动。对推进蒙东地区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全面改
善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陈锌 张云玲 孙瑾瑜）

蒙东地区用能电气化清洁化合作发展交流会
胜利召开

7月 27日，兴安盟行政公署与国网蒙东电力签署《共同推进兴安盟用能
电气化清洁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韩振安 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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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蒙
古铠拓建设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日签署《债权转让
合同》（编号为：信蒙-B-2020-9），中国信达内蒙古分

公司已将其对鄂尔多斯市联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主债
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依法转让至内蒙古铠拓建
设有限公司。

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公告通知上述债权涉及

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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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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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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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转让基准日

2019-08-31

债务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
联创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国内信用证融资主协议》编号为：兴
银呼（2014）3031国信字第28号、兴
银呼（2014）3031国信字第35号

保证人名称
内蒙古联创投资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市闫家沟鑫东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温永琳、赵亮梅、温琳、王改霞

保证合同编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呼（2014）2009
第56、55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
银呼（2014）2014最高个保字第101、102号

抵、质押物情况

无

债权本金

32,280,025.16

债权利息及代垫费用

48,115,579.75

合计

80,395,604.91

抵、质押合同编号

无

●不慎将中共阿鲁科尔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钱犇的《监察证》（证号：0604042）丢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李清华 张圣涛 张首伟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
英勇顽强，矢志打赢。
今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74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
信，勉励他们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
基因，苦练打赢本领，把“硬骨头精神”
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走进新时代，这个曾在 1964 年、
1985年分别被国防部和中央军委授予

“硬骨头六连”“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
的连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努力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组建
81年来，一代代六连官兵用鲜血与生
命，凝聚成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折
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三股劲”
和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
硬、军政纪律硬“四过硬”的“硬骨头精
神”，为战旗增添新风采。

革命战士心向党，战旗猎猎铸忠
魂。八一前夕，记者走进这个享誉全军
的荣誉连队，寻访锻造“硬骨头精神”的
力量所在。

“硬骨头精神”：硬就硬在铁骨忠魂
上

“硬骨头精神”的“硬”，硬在理想信
念，硬在听党指挥，硬在铁血担当上。

1939年 3月，以14名红军战士为
骨干，“硬骨头六连”组建于河北雄县。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

期，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始终是这
个连队官兵的“命根子”和“生命线”。
在新时代强军兴军征程中，他们更视其
为锻造全面过硬连队代代相传的“传家
宝”。

一面面锦旗、一幅幅照片、一个个
战例、一件件实物，走进“硬骨头六连”
荣誉室，历史在这里回响：在161场战
役战斗中留存下来的161枚大小弹壳，
铸就了一座“硬骨雄风”群雕：“特等战
斗英雄”刘四虎、尹玉芬等英模形象巍
然屹立，他们是“硬骨头精神”的丰碑。

当年，在延安保卫战中，尹玉芬带
领部队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在右
脚跟被炸飞、小腹被弹片划开的情况
下，他仍坚持战斗。战斗结束后，尹玉
芬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之后，回乡
务农的尹玉芬，在本村担任党支部书
记。身残志坚的他，一辈子听党话、跟
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直至生命
最后一刻。

理想是高扬的旗帜，信念是传递的
火炬。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铸
就了连队的“硬骨头精神”，刻入了一茬
茬官兵血脉灵魂，引领连队全面建设过
硬。

“走进六连门，永为六连人；铭刻六
连魂，时刻不忘本。”在六连，每当新兵
入伍、干部任职，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
连队荣誉室，读的第一本书是连队英雄
史，唱的第一首歌是《硬骨头硬在哪》，
看的第一部影片是《永远的硬骨头》，喊
的第一句口号是连队战斗誓词。

头雁带头好，群雁飞得高。“硬骨头
六连”党支部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作
用。每次急难险重任务，党员干部都挑
重担、冲在前；每次比武考核，党员干部
都站第一排、跑第一棒、打第一枪；每次
险难课目训练，党员干部都驾第一车、
乘第一舟、当第一攀……

2017年 6月，连队听令从驻防42
年的杭州，移防千里之外的岭南乡村。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面对地域落差、
亲人分离等矛盾困难，全连官兵打起背
包就出发，放下背包就训练，圆满完成
移防任务。

“硬骨头精神”：硬就硬在矢志打赢
上

“硬骨头精神”的“硬”，硬在战场，
硬在赛场，硬在训练场上。无论是战场
血与火的考验，还是赛场赢与输的比
拼，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
直是激励“硬骨头六连”官兵胜战的冲
锋号。

“先辈们的英勇壮举让我震撼，让
我深感责任重大。当战争来临，我一定
要像先辈那样血战到底。”班长杨树林
说。

2013年4月，在一次军事示范演练
攀爬云梯时，杨树林不慎跌落，右小臂
重重摔在石头上，当即疼得动弹不得。
战友劝他退出演练，而他却坚决地说：

“右手又没截掉，怕什么！”他强忍剧痛，
左手持枪，跃进、卧倒、匍匐，高标准完
成了一系列战术动作。演练结束后，检
查发现他手臂粉碎性骨折。

走进“硬骨头六连”，扑面而来的
是“红”的底色，“战”的味道，

“硬”的气息。在这里，班与班争、排
与排抗，崇尚英雄、争做英雄，成为
官兵们的一种风尚。连长赵松在训练
受伤、左手植入钢钉情况下，硬是凭
着一股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平时练就的
硬功，在全旅第一个通过军事体育

“特三级”考核；连队原指导员熊维，
参加全军“四会”政治教员比武，一
路过关斩将，勇夺桂冠；士官支委唐
雄，不仅是连队装备教学能手、干部
帮手，还是全旅全能的“金牌教员”。

2018年7月，车长王冬林参加国际
军事比赛。面对全新专业、强劲对手，
他从零起步、苦练硬拼，顶着车内40多
摄氏度高温苦练技能，在异国赛场与各
国精英同台竞技，与车组成员一道取得
单项第一、团体第三的好成绩。他说：

“异国赛场就是战场，就算拼到死，我也
绝不能砸了‘硬骨头六连’的金牌。”

“扛着红旗进岭南，进了岭南扛红
旗。”首次参加集团军“岭南尖兵”比武，

“硬骨头六连”就拿到第一。3年来，他
们在集团军以上比武竞赛中有16人次
摘金夺银，19人次打破旅纪录。

“硬骨头精神”：硬就硬在顽强作风
上

“硬骨头精神”的“硬”，硬在血性，
硬在作风，硬在铁纪上。

“硬骨头六连”荣誉室陈列着一柄
拼弯的刺刀。刺刀的主人叫刘四虎。
1948年 2月 28日，六连参加了瓦子街

战斗。刘四虎先后拼杀7个敌人，身中
11刀，昏迷10多天才醒来。

昔日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刺刀
见红、有我无敌的血性却化为连队血
脉，融为一茬茬官兵的红色基因。今
天，新时代的“硬骨头六连”依然充盈着
战争年代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倔劲、拼劲
和韧劲。

“枕着敌情睡觉、时刻准备打仗。”
“硬骨头六连”官兵几十年如一日，始终
保持上铺鞋尖朝里，下铺鞋尖朝外，随
时准备去战斗。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铁的纪
律是我军打胜仗的根本保证。“硬骨头
六连”坚持开好两个组织生活“例会”：
干部调入调出，召开提建议、送诤言的

“接风洗尘会”；完成重大任务取得成

绩，召开查不足、找短板的“庆功揭短
会”。去年，新任连长赵松上任的“接风
洗尘会”就开了4个多小时，同志们提
出的批评建议个个辣味十足，让人红脸
出汗。

平时情同手足，战时生死相依。“硬
骨头六连”坚持把战士当主人、当能人、
当亲人，连队建设，官兵积极参与；遇到
难题，官兵出招献计；敏感事务，官兵公
开评议。在历年来的选改士官、发展党
员和立功受奖工作中，连队做到了评上
的硬气、落选的服气，人人心情舒畅。
杭州抗雪、江西保电、余姚抗涝……近
年来，“硬骨头六连”在每次重大任务中
用血性担当，当尖刀、打头阵，足迹遍布
大江南北。

（新华社广州7月27日电）

战旗猎猎铸忠魂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锻造全面过硬连队纪实

“硬骨头六连”结合主题教育，组织官兵向连旗宣誓（2019 年 11 月 18 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