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王远征 版式策划：王冠磊 2020年11月11日 星期三 要闻要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达拉特旗城王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定金额的债
权，债务企业、保证人等相关资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地区, 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
见附表。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修订）》规定的方式单户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拍卖、

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

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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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涉黑、涉恶、涉恐、涉洗
钱人员等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
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471—6613290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融大厦1407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达拉特旗城王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元）（截至2020年10月20日）
13,499,999.60

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保证人：内蒙古达拉特旗昌昊利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达拉特旗宏顺供暖有限责任公司、邬挨荣、王连英、杨子林、王杏花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保证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附表

中国华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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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

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

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中国华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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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对鄂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定金额的
债权，债务企业、担保人及抵押物等相关资产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地区，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
法（修订）》规定的方式分户、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
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现予

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

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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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涉黑、涉恶、涉恐、涉洗钱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
规不得收购、受让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
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潘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67346 0471—518059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13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鄂尔多斯市大兴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兴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兴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兴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元）(截至2020年10月30日)

36,872,378.90

147,600,000.00

69,800,000.00

319,933,200.33

574,205,579.23

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1）鄂尔多斯市大兴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科教园区，面积145,831.01平方米的商务金融用地二顺位抵押；（2）鄂尔多斯市众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科教园区，面积96,698.7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二顺位抵押；（3）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鄂尔多斯市大兴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科教园区国有出让商务金融、住宅建设用地合计面积240,092.92平方米土地抵押；（2）鄂尔多斯市大兴房
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位于东胜区铁西规划二街东南、铁西园中街南、铁西规划二路南合计面积53,014.51平方米土地抵押；（3）鄂尔多斯市大兴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以其位于东胜区达拉特南路2号街坊大兴商业广场D号楼地下1-3层22,165.85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及对应土地抵押；（4）鄂尔多斯市众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位于鄂尔多斯市科教园区面积96,698.7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抵押；（5）鄂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汇通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质押；（6）鄂
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费权质押；（7）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大兴房屋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三垧梁工业园区国有出让商业金融及建设用地合计面积242,404.44平方米抵押；（2）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

（1）鄂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收费权质押；（2）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不慎将陈亮的《普通话证书》（编号：1515016007802）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刘烨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150294119，性别男）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一、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情况
2020 年 1—10月，全区环境空气

优良天数比例90.2%，同比提高0.8个
百分点，高于89.1%的年度目标要求；
PM2.5平均浓度 27微克/立方米，其中
列入国家考核的 10个盟市 PM2.5平均
浓度 29微克/立方米，较 2015年下降
17.1%，达到下降比例高于12%的年度
目标要求。全区列入国家考核的52个
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比例69.2%，达到
不低于59.6%的年度目标要求；劣Ⅴ类
水体比例1.9%，达到低于3.8%的年度
目标要求；42个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81%，达到年度
目标要求。全区土壤国控监测点位总
体达标率98.1%，农用地土壤安全利用
率 99%以上，土壤环境质量整体良
好。总的看，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各
项指标任务均达到了国家时序进度要
求，但我们丝毫不敢松懈，必须紧盯目
标、不折不扣地完成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各项任务。

为了强化盟市的主体责任，从今
年 8月起，自治区每月定期公布 12个
盟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这里我通报
一下今年前十个月全区各盟市环境空
气质量排名情况。第一项指标，12个
盟市达标天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
呼 伦 贝 尔 市 100% 、锡 林 郭 勒 盟
98.7%、兴安盟 96.4%、赤峰市 94.8%、
乌兰察布市 94.1%、阿拉善盟 93.8%、
通辽市 89.8%、鄂尔多斯市 89.5%、巴
彦淖尔市 83.2%、乌海市 82.6%、呼和
浩特市80.0%、包头市79.7%。第二项
指标，PM2.5平均浓度由低至高依次为：
锡林郭勒盟9微克/立方米、呼伦贝尔
市 18微克/立方米、乌兰察布市 21微
克/立方米、阿拉善盟22微克/立方米、
赤峰市 23 微克/立方米、鄂尔多斯市
23微克/立方米、兴安盟26微克/立方
米、乌海市31微克/立方米、巴彦淖尔
市33微克/立方米、通辽市34微克/立
方米、呼和浩特市39微克/立方米、包
头市43微克/立方米。第三项指标，常
规六项污染物综合指数排名，12个盟
市环境空气质量由好至差依次为：锡
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兴
安盟、乌兰察布市、通辽市、赤峰市、鄂
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呼和

浩特市和包头市。
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指出“内蒙古生态状
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
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
至全国生态安全。要努力把内蒙古建
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
城”。今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着力抓好黄河
流域、一湖两海、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
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自治区
党委、政府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生态
文明建设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一是牢牢把握“把内蒙古建成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
位，在原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领导
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层级，强化
职责，成立了由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
牵头的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对
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进行统筹调
度。二是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
话精神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决
定》等多个重要文件，把重点放在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努力把实体经济
做强做优。三是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
用途管控，初步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把“三区三线”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
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四是进一
步强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在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先期工作分工方案》
的基础上，正在加快编制《内蒙古自治
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规
划》。五是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生态综
合治理，对“一湖两海”综合治理规划进
行了修编，规划的治理项目全部开工，

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水量保持稳定，
水质基本达到规划目标。六是开展乌
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督导，
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乌海及周边地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推进矿区、
园区、城区和大气、水、土壤环境一体整
治、联防联治。七是认真做好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49项任务完成整改销号47项，2018
年“回头看”及草原专项督察100项任
务完成整改销号95项，自治区本级生
态环保督察实现12个盟市全覆盖，有
效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八是加强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兴安盟、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被评为第四批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市县。

三、打好蓝天保卫战
针对年初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

彦淖尔市空气质量严重下滑、影响全
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突出问题，自治
区党委、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印发了2020年重点任务分工方案，逐
个盟市移交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对
重点地区进行约谈和问责，通过主流
媒体每月通报 12个盟市空气质量状
况，从今年8月起向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巴彦淖尔市派驻督导，确保各项治
理措施落实落地，全区空气质量加快
好转。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2020 年版）》，突出重
点区域，加强应急联动，着力在“差天”
上作出有效应对。强化重点污染源治
理，完成“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 510
家、工业窑炉综合整治178家、火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19台 290万千瓦，淘
汰10蒸吨/小时以下小锅炉413台，实
施集中供热改造 2.53 万户，更换环保
炉具 6810 套，削减散煤 11.98 万吨。
包头、赤峰等 7盟市 11家钢铁企业启
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巴彦淖尔市建成机动车遥感监
测平台，并完成三级联网。乌海及周
边地区计划实施 278 项综合整治项
目，已完成203项。

四、打好碧水保卫战
《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

施。结合各盟市水质变化情况，“一市
一单”向各盟市政府印发预警函，“一

河一策”指导盟市解决断面水质超标
问题。乌兰察布市堡子湾断面水质由
2019年的劣Ⅴ类提升为Ⅳ类，推动黄
河流域大黑河、昆都仑河断面稳定达
标。2020年新安排中央水污染防治资
金 3.93 亿元用于支持重点工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获得中央水污染防治资
金支持的 282 个项目已建成 156 个。
全区108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平均达标
排放率95.2%，平均负荷率79.2%，再生
水利用率达到37.3%。全区64个自治
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全部实现污水集
中处理，32个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的
自治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可行性评估
已完成27个。全区累计划定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994处，开展了乡镇、
农村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13处
城市黑臭水体完成初步治理任务。

五、打好净土保卫战
加快制订《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

染防治条例》。完成全区2512家重点
行业企业基础信息调查及风险筛查工
作。布设土壤国控监测点位1834个，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基本形成。加
快推进全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定工作。累计整治涉镉重金属排放企
业144家。对 841个工业固体废物堆
存场所进行环境整治。累计完成3539
个加油站、15955个地下油罐防渗改造
任务。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制定
发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完成283个建制村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全区累计完成1个农
用地类、4个污染地块类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试点项目。

总之，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科学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精准实施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措
施，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力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发布会期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刘文玉、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
长杨劼先后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一湖两海”治理方面，采取
了哪些措施？治理成效如何？

刘文玉：关于“一湖两海”工作，我
想从“四个坚持、一个积极成效”进行
回答。

一是坚持强化领导。自治区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一湖两海”综合治
理工作，由自治区党委书记担任第一
总河湖长，自治区主席担任总河湖长，
党委副书记担任岱海湖长，常务副主
席担任呼伦湖湖长，分管副主席担任
乌梁素海湖长，为“一湖两海”综合治
理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障。各位湖长
多次深入实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有力地推动了“一湖两海”的综合治
理。与此同时，各相关盟市和各责任
厅局各负其责，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形成了综合治理工作的整体合力。

二是坚持规划引领。制定并不断
完善“一湖两海”综合治理规划，使其
更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以呼伦湖
41个项目、乌梁素海 34个项目、岱海
21 个项目为支撑，全面推进“一湖两
海”综合治理工作。

三是坚持狠抓落实。由发改委牵
头建立了“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厅际联
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修编后的规划
和项目实施，重点抓好项目的落实落
地。制定了项目管理办法，规范项目
变更程序，确保项目实施不打折扣、不
搞变通。目前，规划的各类项目均按
计划快速推进，总投资98.2亿元，完成
投资82.1亿元，完成率83.6%。据调度
的情况看，规划建设的各类项目均能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同时，结合“十四
五”规划，精准谋划下一阶段的治理项
目，确保治理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
连续性。

四是坚持跟进督查。建立了督查
督导制度，实行月调度、季督导。坚持
按月调度项目进展情况，施工季节开
展现场督导，积极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一个积极成效”：通过“四个坚
持”，“一湖两海”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乌梁素海整体水质由劣V类稳定提高
到V类、局部优于V类，呼伦湖、岱海
水质除化学需氧量、氟化物、高锰酸盐
指数外，其他指标均达到地表水V类
及以上标准；湖面面积均稳定保持在
合理区间内。

记者：2020 年是第一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收官之年，目前整改工
作进展情况怎么样？

杨劼：2016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我区开展了第一轮督察并反
馈了督察意见。自治区党委、政府对
此高度重视，从树牢“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从严从快推
进整改落实。目前，整改工作基本接
近尾声。

截至目前，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 49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销
号47项，剩余2项整改任务，即地下水
超采和自然保护区内663家工矿企业
退出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准备销
号。2018年“回头看”督察及草原专项
督察100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销号
95项，剩余5项整改任务中，工业园区
渣场建设，工业企业违规用水和岱海
水质差、水量下降等3项整改任务已基
本完成整改，准备销号。目前还有2项
整改任务正在推进，其中，乌梁素海生
态治理按照序时进度积极推进，预计
11月底前完成整改；呼和浩特市采暖
季大气污染问题正在加紧整改。

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整改效果，是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的结果，是
各盟市党委、政府和自治区有关部门
扎实工作的结果，也是广大新闻媒体
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下一
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认真查找
和解决水、气、土、固废污染防治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生态环境问
题整治常态化、长效化，为迎接中央第
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做好准备。

全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自治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0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