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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具体情
况如下：

1. 内蒙古临河农垦宏发粮油收储购销
有限公司等 2户债权资产包，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52,879.29 万
元（最终债权转让金额以分公司处置时点
数据为准），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
在巴彦淖尔市，资产包的公告有效期为 20
个工作日。

序号1项目联系人：楠先生 芦女士
联系电话：0471-5618246

0471-5618219
电子邮件：nanding@cinda.com.cn

lubin@cinda.com.cn
2.鄂尔多斯市华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5

户债权资产包，截至2020年 08月 31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22,521.64万元（最终债权转
让金额以分公司处置时点数据为准）。该资产
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乌海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资产包
的公告有效期为20个工作日。

3.艾纳维化工（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债
权资产，截至 2020 年 08 月 31 日，该债权总
额为 11,219.87 万元（最终债权转让金额以
分公司处置时点数据为准）。债务人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该债权由阿拉善左
旗富达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名下芒硝矿开采
权提供质押担保，债权的公告有效期为 20个
工作日。

序号2、3项目联系人：路先生 卢女士
联系电话：0471-5618247

0471-5618243
电子邮件：luchao@cinda.com.cn

lunan@cinda.com.cn
4. 阿荣旗城市给排水有限公司（曾用名：

阿荣旗自来水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20年08
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16,388.05万元（最终
债权转让金额以分公司处置时点数据为准）。
债务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该债权为融资租赁债权，形式为售后回租，租
赁物为振兴路供水管网等14项供水及排水管
网，由呼伦贝尔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债权的公告有效期为 20个工
作日。

序号4项目联系人：贾先生 周先生
联系电话：0471-5618212

0471-5618249
电子邮件：jiawenbin@cinda.com.cn

zhoubin@cinda.com.cn
5.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四纬街北侧东方维也纳东润豪景二期T楼 3
层房产（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拍卖、竞价、租
赁等），面积为 2191.25 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土地性质为出让。房产现作为商厦经营使用，
其中，公共面积1159.85平方米，主要为摊位门
前过道、楼梯；可租赁面积1031.40平方米，内
部装修完善，租期于2020年 12月 10日到期，
该房产公告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

房产的承租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具有相关部
门颁发的证照，从事合法合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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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

序号5项目联系人：乔先生 陆先生
联系电话：0471-5618240

0471-5618238
电子邮件：qiaotianqin@cinda.com.cn

luchun@cinda.com.cn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均为具有良好信誉

和一定资金实力的法人、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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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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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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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
让处置标的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上述资产有关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均与资产包/实物
资产公告有效期相同，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系。

分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新华大街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6182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fukaiq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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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抵质押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
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行偿还本息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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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承
担清算责任；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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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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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奈伦大黑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借据编号

15010120140000971
15010120140001200
15010120130001518/
（营金桥）展字（2014）0002号
15010120130001293/
（营金桥）展字（2014）0001号
15010120130001583/
（营金桥）展字（2014）0004号
15010120130001566/
（营金桥）展字（2014）0003号
15010120140000049

15010120140000465

15010120130001719

担保人名称

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润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15100620140000252/15100520130015653
15100620108000351/15100520130015653

15100620108000351/15100520130015653

15100620108000351/15100520130015653

15100520130015653/15100620108000351/
15100620140000252

1510020130036508/15100620140000252

15100520130015653/15100620120000733
15100520130015653/15100620108000351/
15100620140000252
15100120130038639/15100620140000252

截至2019年6月30日
贷款本金余额

31,980,000.00

256,724,494.75

截至2019年6月30日
贷款利息余额

17,359,243.58

129,264,958.44

截至2019年6月30日
贷款本息合计

49,339,243.58

385,989,453.19

□新华社记者

“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
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
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
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为夺取抗疫斗
争全面胜利不懈奋斗。

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
院士对“生命至上”四个字感触颇
深：“对人民生命的态度，最能体现一
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把人民放在第一
位。我们党和国家非常明确，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在疫情期间可以按下经济暂停
键。这要有很大的付出，要下很大的
决心。”

钟南山告诉记者，最近，一位使
用体外膜肺氧合 （ECMO） 辅助支持
长达111天的新冠肺炎患者，从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出院。“为
了救治这名患者，我们的重症医学科
团队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只要有一
点希望都在抢救，治疗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生命至上。”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战场，

到全国各地城乡社区，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贯穿始终。

8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科教
授吴安华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的称号。从湖南到湖
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疫情发生
以来，吴安华一直奔波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作为一名有着36年党龄的党
员，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
我必须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护佑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吴安华说。

在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期间，武汉
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东亭社区共有4000
余户、15000余位居民，而仅有17位
社区工作者。为了守护居民安全，东
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在办公室住了
两个多月，带人在社区反复消杀、摸
排居民健康和生活状况、为病患协调
床位、将每位患者送上去往医院的救
护车……她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
当。

“武汉逐步恢复正常，这来得非常
不容易。正是党的领导和千千万万个
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让我们有了今天
的胜利。在电视上收看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后，我深受鼓舞，以后要更
加努力地守好社区第一道防线，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王学丽说，为应
对秋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东亭
社区已储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安排专
人每天开展消杀工作，尽最大努力保
障居民安全。

开展疫情分析研判、实验室检验
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在抗击疫情
的战场上，疾控人一直冲锋在前。“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湖南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立冬说：“作为一
名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永不言退。今后一定要将荣誉
转化为动力，将责任转化为担当，为保
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贡献
力量。”

8日上午，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甘井子大队大连湾中队副中队
长王明辉利用休息时间观看了表彰大
会的盛况，“人民英雄”张定宇在领奖
台上略带蹒跚但异常坚定的步伐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回想起自己和
同事们在大连突发疫情时高风险区封
闭鏖战28天的情景。

“与近距离和病毒搏斗的医务人员
相比，人民警察站岗执勤是我们为民
服务、护佑生命的分内职责。习近平
总书记说，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
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
当。作为基层民警，我将在今后的工
作中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继续为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
努力奋斗。”王明辉说。

疫情暴发之初，新冠抗体检测试
剂盒至关重要，也十分紧缺。重庆医
科大学在传染病学科较有优势，该校
校长、国家重点学科传染病学学科带
头人黄爱龙自1月下旬就组织团队加
紧展开试剂盒研制攻关，成功在2月
初完成试剂盒研发、优化和产品定型
工作，为后期的临床验证和产品注册
报批奠定了基础。

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科研
攻关仍然在路上。黄爱龙说，下一步

团队还将围绕疫苗研制、新型试剂盒
研制展开科研攻关，并持续开展相关
流行病学调查，助力后续疫情防控工
作。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国内
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
仍然存在，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还
需要付出持续努力。

曾在武汉疫情一线奋战60多天的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
吸治疗师夏金根满怀信心：“我们有信
心践行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当好人民健康的守护者。”

代表医院领回两个集体荣誉——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后，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在大会结束后第一时间乘上了返杭的
飞机，他希望能尽快与自己的团队共
享这份荣誉，同时也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尽快落实到医院工作
中。

“生命至上，就是要我们不断解决
老百姓看病就医的难点痛点，同时医
院的常态化防控一刻不能松懈，要巩
固好疫情防控成果。”梁廷波说，“有
了国家上下齐心、众志成城的抗疫经
验，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将更加完
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
民将进一步弘扬抗疫精神，在危机中
育新机，团结一心夺取抗疫斗争的全
面胜利。”

（记者 陈聪 邹伟 胡喆 黄
筱 帅才 乐文婉 李铮 黄兴）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振信心士气、激励不懈奋斗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
并深入阐释了伟大抗疫精神，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
城，不仅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
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也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书写了人
类精神所演绎的又一个动人篇章。“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
的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
现，这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面对
生死考验，面对长时间隔离带来的巨大身心压力，广大人民
群众生死较量不畏惧、千难万险不退缩，以各种方式为疫情
防控操心出力，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危急时
刻，又见遍地英雄”，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
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
爱护众生。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我们秉持科学
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
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
大科技支撑。“大道不孤，大爱无疆”，我们发起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充分展示了讲信义、
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
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成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的强大精神支撑。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
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
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舍生忘死，集中体
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
顽强意志；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的实践品格；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
好和平的道义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抗疫精神的概括
与阐释，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这场
惊心动魄抗疫大战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全国抗疫斗争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铸就的
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
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
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筑起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征程上新的精神丰碑，成为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
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
对垒。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坎
坷，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坚定斗争意志，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魄奋勇
搏击、迎难而上，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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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
活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商事制
度改革。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市场准入更加便捷，市场
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繁荣发
展，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从全国范
围看，“准入不准营”现象依然存在，
宽进严管、协同共治能力仍需强化。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深
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

社会创业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
力。

《通知》 明确提出四个方面12项
改革举措。一是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
上办理。全面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
办”，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
工作日内或更少，持续提升企业开办
服务能力。二是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
革取得新突破。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
登记制度改革力度，支持各省级人民
政府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
记试点。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
核名智能化水平，加强知名企业名称
字号保护，建立名称争议处理机制。
三是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条

件。将建筑用钢筋等 5类产品审批下
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推动化肥
产品由目前的后置现场审查调整为
告知承诺。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
度，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
序。将疫情防控期间远程评审等应
急措施长效化，全面推行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网上审批。推动第三方
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
形成2020年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名
单。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企
业信息公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推
进实施智慧监管，进一步完善以“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
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健全完善缺陷产品
召回制度。规范平台经济监管行为，
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依法查处电
子商务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
场秩序。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提出的各项任务
和要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的堵点痛
点，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切实落实工
作责任，认真组织实施，形成工作合
力。市场监管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工作指导，及时总结推广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典型经验做法，协调解决实
施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改革措施
落地见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交部
10日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
年立场文件》，就联合国作用、国际形
势、可持续发展、抗疫合作等问题阐述
中方立场和主张。

立场文件指出，国际社会应以纪
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重要契机，共

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发布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立场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