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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罗宏正购买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金宇新天地项目开
具的 2 号楼 1 单元 1803 室的购房发票两张（票号：00354332，金额：
257865元；票号：00354331，金额：990000元）日期2021年 1月 13日丢
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内蒙古鑫水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1506217936404961）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8797.658879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2000.00万元，请公司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后四十五天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或提出相关担保请求。

联系人：公司财务中心主任王小露
电话：15049463900 邮箱：291072726@qq.com
特此公告

内蒙古鑫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减资公告

1月 15日，内蒙古师范大学与紫光集团共同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慧校园建设、人才培养及科研
创新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全力打造智慧校
园样板工程。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拉坦仓，副校长王
来喜，紫光集团云与智能事业群执行总裁、新华三集团高
级副总裁陈子云，新华三集团副总裁张鹏，内蒙古代表处
总经理于英瑞等出席了本次签约仪式。

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拉坦仓对紫光集团及旗下新
华三集团在内蒙古进行的一系列数字化实践给予了高度
肯定。他表示，内蒙古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大学，是自
治区培养基础教育、民族教育师资和蒙汉兼通少数民族
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被社会誉为“民族教育的摇
篮”。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学校将与紫光集团在教育领
域持续深化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集成与互
补，进一步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创新型高水平综
合性师范大学，从而更好地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一带一路”建设。
陈子云介绍了紫光集团的发展情况并表示，在国家

战略引导下，紫光集团以“创新加合作”为双轮驱动，持续
打造并完善以集成电路为主导、“从芯到云”的高科技产
业生态链。新华三集团作为紫光集团云网板块核心企
业，致力于成为客户业务创新、数字化转型最可信赖的合
作伙伴，目前已服务超过2500所学校及科研院所。双方
达成战略合作后，紫光集团将依托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经

验积累，携手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共
建“内蒙古师范大学——紫光集团产业联合研究院”和

“紫光集团人才基地”，为自治区数字化建设输送更多的
信息化人才，持续促进内蒙古数字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旨在进一步促进产教融
合，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
目标。紫光集团将协助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展智慧校园建
设的顶层设计、业务架构、组织架构和技术架构等，协助
制定校园信息化发展规划，并在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及人
才招聘等方面探索更多合作。本次合作，有望进一步推
动该校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
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校在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智能
化水平，树立有国内影响力的智慧校园样板工程。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紫光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携手共创智慧教育新篇章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紫光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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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军海于2020年12
月21日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为：信蒙-B-2020-33号），
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呼和浩特市兴皓科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主债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依法转让至杨军海。

根据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与王晶于2020年12月22

日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为：信蒙-B-2020-34号），中
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巴彦淖尔市奥宝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主债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依法转让至王晶。

根据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与鄂尔多斯市金谷煤炭有
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为：
信蒙-B-2020-35号），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鄂

尔多斯市创美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中
的主债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权益依法转让至鄂尔多斯市
金谷煤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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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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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序号

1

2

3

转让基准日

2020-10-31

2020-10-31

2020-6-30

2020-6-30

债务人名称

呼和浩特市兴皓科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奥宝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创美酒店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创美木业
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编号：
HTZX03S1014120029

编号：建蒙巴小企业贷
[2016]26号

编号：
HTZX0510120140003

编 号 ：兴 银 呼（2014）
1017流借字第103号

保证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嘉兴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刘明、郭瑞芳、
邵凤龙、高玉兰、刘
永胜、郝二林

田立芳、李建国

鄂尔多斯市创美装饰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包
头市创美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邬泽宇、苏巧

包头市创美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邬
泽宇、苏巧

保证合同编号

HTZX03(高保)20120029
HTZX03（个高保2）20120029
HTZX03（个高保1）20120029
HTZX03（个高保3）20120029

编号：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
37-2号

编号：HTZX0510120140003-12
HTZX0510120140003-11
HTZX0510120140003-13

编号：兴银呼（2014）2009第 51
号；兴银呼（2014）2014最高个
保字第98号

抵押物情况
抵押物（1）为邵凤龙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解放滩镇中学房地产，房产部分为商业用途，面积为
2,143.75平方米，其他为住宅用途，面积为1,335.05
平方米，面积合计3,478.80平方米；抵押土地面积
44,450.27平方米，土地性质为住宅兼容商业用
地。抵押物(2)为郭瑞芳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白泥井镇柴榆线南鑫悦物流配送中心的房地
产，房屋为二层结构，建筑面积1,290.89平方米；
土地面积726.3平方米，房产、土地用途均为商业。
抵押物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狼路6.8公里处，
其中工业用地面积9782.50平方米，工业厂房面积
3291.09平方米；以及奥宝食品名下的178台（套）
机器设备抵押；股东田立芳持有奥宝公司330万
元股权质押。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审东街126号A号楼的202
号、501号、502号、503号、601号、602号房产。
房产面积合计2124.19平方米，用途为办公。

抵押物（1）为邬泽宇、苏巧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乌审东街126号A号楼的108号、109号、110号3
套商业用房，面积合计356.87平方米；201号房产面
积为596.04平方米，用途为办公。抵押物(2)为苏巧
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7号街坊康和丽
舍小区A188号房产，建筑面积458.64平方米。

抵押合同编号

编号：HTZX03（个高抵2）20120029
编号：HTZX03（个高抵1）20120029

编号：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5]37-1号
编号：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6]26-1号
编号：建蒙巴小企业担保[2016]26-2号

编号：HTZX0510120140003-21

编号：兴银呼（2014）2014个抵字第33号

债权本金

1,199.65

573.60

1,899.55

1,879.77

债权利息

1,050.49

118.05

1,382.06

1,058.53

合计

2,250.14

691.65

3,281.61

2,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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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原县瑞京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 3,6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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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加抵
押。由自然人王志成、张艳莉、王伟、杨华、王飞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抵押物为内蒙古德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王志成个人名下的房地产。其中：抵押房地产1为内蒙
古德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五原县隆兴昌镇
大街南侧瑞京大厦三、四层商场，土地分摊面积 458.11平
方米，使用性质是出让，用途是商业，房屋建筑面积
5240.82 平方米；抵押房地产 2为王志成名下位于五原县
隆兴昌镇 110国道南侧德欣泰大酒店，建筑面积 2613.94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业，对应土地占地面积 1215 平方
米，使用性质是出让，用途是综合用地。该项目公告有效
期为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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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东力弘瓷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20

年 12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2,556.5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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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该债权由内蒙古恒东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内蒙古伊东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二文、杨
军、王培清、刘向谢、吕桂英、刘二宽提供担保。该项目公告
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

项目联系人：卢女士 路先生
联系电话：0471-5618243 0471-5618247
电子邮件：lunan@cinda.com.cn

luch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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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告有效期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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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陈炜伟
王雨萧

GDP破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18
日出炉的2020中国经济年报，不仅见证
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也在极不平
凡年份下交出一份高含金量的靓丽答
卷。

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什么？经
济含金量高在哪？消费全年负增长怎么
看？……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围绕热点关切，权威解
读中国经济“成绩单”。

跃上新的大台阶
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101.6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突破百万
亿元，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
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宁吉喆说。

以经济实力为例，几个“世界第一”
见证我国社会生产力达到新的水平：
2020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持续
居世界第一；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
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11
年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
高速公路里程、5G终端连接数均居世界
第一……

看到成绩，也要直面挑战。宁吉喆
强调，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是世界上
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主要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变，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仍
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
需要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他说。

经济含金量十足
宁吉喆表示，尽管疫情给经济发展

带来一定影响，我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升。2020年经济“成绩
单”含金量十足：

——创新第一动力持续增强。
2020年1至11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
兴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8.6%，快
于规模以上服务业7个百分点；工业机
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高位

增长……
——协调内生特点日益凸显。产业

结构转型迈出新步伐，全年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6%、
7.1%；需求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高技术
产业、社会领域投资均比上年增长10%
以上……

——绿色发展底色相当亮丽。全年
单位GDP能耗下降，天然气、水核风光
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环境质量改善明
显，全年全国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浓度比上年下降8.3%……

——开放必由之路十分开阔。全球
贸易和跨境投资萎缩背景下，我国货物
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双双实现正
增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动，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
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

消费仍是压舱石
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3.9%，全年呈负增长，如何看待
这一现象？未来怎样激发消费潜力？

对此，宁吉喆表示，尽管全年消费增
长为负，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逐季回升，三四季度增速已转正，且接近
前几年正常水平。

此外，尽管受疫情冲击，但最终消费
支出占GDP比重达54.3%，高于资本形
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
平。“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
石。”他说。

“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消
费需求的动力也将进一步恢复。”宁吉喆
说，从2021年情况看，支撑经济稳定恢
复的有利因素较多，我国经济有基础也
有条件延续稳健复苏态势。下一步，将
继续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
策、改进消费环境等方面发力，努力开拓
更多消费增长点。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民生大于天。“成绩单”是否真正靓

丽，关键体现在百姓获得感上。
在宁吉喆看来，回顾过去一年，民生

保障可以说“有力有效”，重点体现在就
业扩大、价格总体稳定、收入继续增长三
方面。

比如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比预
期900万人的目标增长明显；年初上涨
较快的猪肉价格在四季度出现明显回
落，整个食品价格也呈回落态势；居民收
入增长从年初的-3.9%到四季度的
2.1%，逐季好转，好于预期，实现了与经
济增长的基本同步……

未来保障民生还会出哪些实招？
宁吉喆说，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稳定

恢复，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进一步稳
定就业，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加强困难群
体基本生活保障，扎实做好保市场主
体工作，巩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础，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居民收
入差距继续缩小。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什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权威解读2020中国经济“成绩单”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月 18
日，中宣部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奋斗百
年路 启航新征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
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隆重庆祝建党
百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记录历史伟业、展现百年风华，生动鲜活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齐声唱响共产党
好的主旋律，大力营造举国共庆百年华诞、
齐心协力开创新局的浓厚氛围。

黄坤明指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
年初心历久弥坚。要走进历史深处，生动
讲述老故事、深入挖掘新故事，全面展现百
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突出展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要走进人民心间，充分反映
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永
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走进
思想高地，广泛弘扬各个历史时期铸就的
伟大精神，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和时代价值。要走进奋斗一线，展现干部
群众团结一心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凝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
量。

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
代表在北京主会场和各省区市分会场
参加启动仪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黄坤明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记
者 王希）“十三五”时期，我国国资国企
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截至“十三五”末，全
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和所有者
权益分别为218.3万亿元和71.9万亿元，
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82.1%和80.3%。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18日举
行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暨地方国

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
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国资系统
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 7.4%、10.7%；2020年，国资
系统有80家监管企业进入《财富》世界
500强榜单，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资产超218万亿元！
“十三五”国资国企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