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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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2017年三
季度不良资产包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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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责任）。

附：债权资产清单（债权金额计算基准日为2020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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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对
凉城县增泰物资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催收公告

编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名称

凉城县增泰物资有限公司

乌审旗嘉泰商贸有限公司

包头市清力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仙童食品有限公司

五原县鑫邑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五原县美宇焘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建蒙乌小企贷（2015）26 号

建鄂小贷（2016）2 号

建蒙包小企贷2015-35 号

建蒙巴小企业贷〔2016〕11 号

建蒙巴小企业贷〔2014〕46 号；
建蒙巴小企业贷〔2014〕47 号

建蒙巴小企业贷〔2015〕47 号；
建蒙巴小企业贷〔2015〕46 号

担保人名称

凉城县增泰物资有限公司；刘建明、郭丽萍

杜加宝、张美玲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天烁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常乐、王晶镜

内蒙古仙童食品有限公司；陈建苗、陈淑燕

王文军、郭文苑；郭文梅、张生昊；巴彦淖尔
吉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鸿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吉
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孙然、郝仙、鲁林东、
杨小丽、五原县雨承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雨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担保人名称

建蒙乌小企最高额抵押（2015）26 号
建蒙乌小企最高额保证（2015）26 号
建鄂小担保（2015）4-1 号
建鄂小担保（2016）2-1 号
建蒙包小企担保（质押）2015-35 号（担保005）
建蒙包小企担保2015-35 号（担保001）
建蒙包小企担保（自然人）2015-35 号(担保006）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16-01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6】11-02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6-1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6-2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6-3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6-4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7-1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7-2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7-3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4】47-4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7-1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6-1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6-2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6-3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6-4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6-5 号
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46-6 号

未处置借款本金余额（元）

10,362,379.04

4,436,201.81

7,152,204.81

9,949,339.75

8,079,485.14

4,624,641.74

利息（元）

2,974,726.25

782,304.87

2,159,285.84

2,489,088.05

3,152,992.97

1,212,751.77

本息合计（元）

13,337,105.29

5,218,506.68

9,311,490.65

12,438,427.80

11,232,478.11

5,837,393.51

福彩快讯

第13季福彩大家乐活动圆满结束
微信红包宝马X1火热奉送

10月 19日下午，内蒙古福彩进行了第13季福彩大
家乐季奖抽取现场直播。9月15日至10月18日，从参与
日奖游戏的有效电子卡中抽取20位幸运彩民，分别获得
3000元、9000元微信红包以及宝马X1汽车大奖！

活动自9月15日开启以来，就一次次的掀起了全区
彩民业主的购彩狂潮！截止到10月 18日活动结束，第

13季福彩大家乐活动参与人次高达86.2万人次，参与游
戏卡数共计91.03万余张，累计扫票金额高达1937万余
元。让更多人成为“大奖得主”，福彩大家乐做到了！

活动结束后，大家别忘记提取您的中奖奖金，兑奖截
止时间为10月28日晚上23:59分，千万别让幸运成为遗
憾！

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习
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高级
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

上发表的《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
峰会上的讲话》《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在联合国
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
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四篇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
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大会将于23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
播。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23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
者 杨雅雯）志愿军战士们匍匐在雪地
里，保持着战斗冲锋的姿态，身上落满积
雪——在“长津湖战役”的实景前，中部
战区空军某部一连政治指导员王海杰正
在为战士们讲解这场战役背后的故事。

21日，来自驻京各大单位的1000
余名官兵，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对战士们来说是一场生动的教
学。”王海杰说，展览采用了丰富的历史
文物、翔实的文献资料、新颖的展陈手
段，是战士们学习抗美援朝精神，培塑战
争观、使命感和自信心最好的“课堂”。

来自海军装备部的袁帅对展品中的
武器装备格外留心。“通过看志愿军使用
的武器装备和缴获的美军装备，可以直
观地对比出敌我双方的力量差距。”袁帅
说，“我们要为一线部队提供更好用、更管
用的武器装备，为打赢复兴崛起过程中

的任何一场正义战争提供坚实的保障。”
展览中，一面下绣美国鹰徽、上绘小

北极熊的旗帜给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五
支队政治委员艾红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面旗是美军第7师第31团的，
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被志愿军27
军缴获。“志愿军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造就了一个个以弱胜强的战
例。”艾红说。

“抗美援朝精神和抗疫精神有共
通之处。志愿军能打赢那场艰苦卓绝
的战争，我们能打赢疫情防控战，都是
凭借爱国主义精神。”军队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解放军总医院卫勤部医疗
管理处处长吴晓松说。

来参观展览的前一天，火箭军机
关干部杨宁所在单位刚刚特邀专家进
行了一场关于抗美援朝精神的授课。
杨宁说：“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
们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精神
传人，把抗美援朝精神作为鼓励我们
前进的动力，书写强军兴军新辉煌。”

驻京官兵代表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10月 21日，村民在位于江西赣州梓山镇潭头村的果蔬种植基地包装刚采摘的苦瓜。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
潭头村以富硒果蔬基地为龙头，成立专业种养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打造富硒水果、富硒蔬菜特
色品牌，带动200余名村民在当地务工，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富硒果蔬富农家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前三季度我
国粮食生产形势如何？当前秋收、秋种
进展如何？在农业农村部21日举行的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粮食生产
最新情况和进展。

秋粮收获近八成
深秋时节，东北一些地方正抓紧收

获秋粮，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

莉华表示，当前秋粮收获已近八成，进度
与去年同期相当。其中，西南、黄淮海和
西北地区收获过八成，进度同比略快；长
江中下游地区过六成，受9月中下旬天气
影响，水稻等作物生育期推迟，收获进度
同比略慢；东北地区收获近八成，受天气
等影响，收获高峰期比常年推迟约一周。

她表示，近期东北天气晴好，土壤

散墒较快，秋收进度明显加快。目前倒
伏作物已基本收完，预计月底前大面积
收获基本结束。

特殊之年，粮食生产交出了沉甸甸
的成绩单。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夏
粮、早稻已经丰收到手，分别比上年增加
24.2亿斤和20.6亿斤；秋粮是全年粮食
生产的大头，丰收已成定局。今年粮食产
量有望连续六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种植结构持续优化，优质专用小麦面
积占比达到35.8%，优质稻谷面积进一步
扩大，大豆面积预计连续5年增加。

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发展规划司
司长魏百刚表示，农业生产形势较好，
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三农”
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为稳定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多方努力迎丰收
今年粮食生产经历了新冠肺炎疫

情、南方洪涝、东北台风、草地贪夜蛾等

影响，何以再获丰收？
刘莉华表示，粮食取得丰收，是多

方共同发力的结果：
——党中央、国务院对抓好粮食生

产格外关心，中央及时印发了《当前春
耕生产工作指南》，分区分级恢复春季
农业生产秩序。经国务院同意，农业农
村部向各省区市政府下达了粮食生产
的目标，这是多年没有过的。

——国家继续实施了稻谷、小麦最
低收购价政策，籼稻最低收购价在连续
三年调低的情况下，今年有所提高，释
放了重农抓粮信号。统筹整合资金40
多亿元支持双季稻生产。中央财政在
预算紧张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资金规模总体稳定，及时
下拨重大病虫害防控资金和农业生产
救灾资金。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部署打好战
疫情保春耕、抗洪涝保“双抢”、抗台风减

损失、防病虫保丰收四场攻坚战，布设了
草地贪夜蛾“四条阻击带”和沙漠蝗“三
道入侵防线”。广大农民群众响应号召，
克服疫情和灾害影响，辛勤耕耘。

她表示，据初步测算，今年因粮食
面积增加，对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
50%。同时，各项减灾增产技术措施落
实到位，加上大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较
好，有利于单产提高。

“我国地域辽阔，每年都有灾害发
生，部分区域受灾并不等于全国粮食减
产。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最大的是旱灾，
常年因旱灾损失的粮食占全年粮食损失
一半左右。但今年雨水多，干旱的影响明
显偏轻，总体还是有利的。”刘莉华说。

抓好秋种 夯实基础
农业生产是四季歌。目前，在做好

秋收的同时，秋冬种已经全面展开。
刘莉华介绍说，今年秋种的地区大

部分墒情适宜。据最新农情调度，全国
冬小麦播种进度已近六成，比去年同
期快3个百分点；冬油菜播种过四成，
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水稻收获有所推
迟，因此油菜播种进度同比略慢。

据了解，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重
点抓好秋粮收获和秋冬种。组织好机
具调配，做好抢收，减少损耗，确保颗粒
归仓。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及时腾茬整
地，落实关键技术，提高播种质量。

同时，继续抓好节本增效和病虫
害防控。深入开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
动，因地制宜推广抗旱节水品种和节
水灌溉技术。推广小麦药剂拌种，继
续抓好草地贪夜蛾防控。

魏百刚表示，农业农村部将组织
各地及时安排做好农资供应，及早研
究制定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并及时公
布，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和种植面积，为
明年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秋粮再迎丰收 秋种稳步推进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谈前三季度粮食生产形势

新华社日内瓦 10 月 21 日 电
（记者 凌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
全球贸易额同比下滑5%；中国进出口贸
易规模逆势增长，呈现显著复苏态势。

这份全球贸易季度更新报告显
示，全球贸易额继二季度同比骤降
19%之后有所回升，三季度同比下滑
5%。报告预测，四季度全球贸易额将
同比下滑3%，今年全年缩水幅度将在
7%到9%之间。

报告显示，三季度，中国进出口贸
易复苏态势明显，出口额实现同比上
涨10%左右的强劲反弹；进口额也在7
月和8月企稳，9月同比增长13%。

贸发会议经济学家亚历山德罗·尼
奇塔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三季度的
贸易复苏不仅速度较快，而且范围更广，
在医疗物资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电子
产品、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等出口也开
始复苏。“中国通过自身良好的贸易表
现，大大缓解了全球贸易的下滑趋势。”

联合国报告：三季度全球贸易缩水
中国进出口逆势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