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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春运第一天，天津车队队长刘林、书记张万
军带领车队全体干部职工深入现场，指导动员，宣传安
全注意事项、作业标准，严格落实执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措施，把旅客安全、职工安全放在工作首位。

车队按照段职代会、党代会工作要求部署，坚决落

实党代会“五个包客”“七个党建”工作要求，按照职代会
精神做好 2021 年群众关心的十件好事，坚决落实疫情
防控党员干部“三个带头”、现场“八个不放松”的工作要
求，确保春运期间安全、舒适、便捷，做好旅客运输工
作。 （钮芬）

天津车队春运期间“保安全、提服务、防疫情”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在 2014 年收购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不良贷款资产包项目；在 2015 年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 2015 年第二批资产包项目；在 2017 年收购了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2017 年 BY005
号资产包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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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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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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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锦后旗恒利丰农贸有限责任公司等 12 户债权资产催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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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杭锦后旗恒利丰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精益建筑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卓越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诚信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阳光高科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建林建材有限公司
包头市德运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包头市鹿驰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内蒙古蒙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泰升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2013 年（杭后）字 0054 号
2014年（营业）字0084号、2014年（营业）字
0084号001、2015年（展期）002号、2014年

（营业）字0090号、2014年（营业）字0090号
002、2015年（展期）0023号、2014年（营业）
字 0220号、2014年（营业）字 0220号 002、
2014年（营业）字0220号003
2014年（营业）字0080号、2014年（营业）字
0080号 002、2015年（展期）0030号、2014
年（营业）字0230号、2014年（营业）字0230
号001、2014年（营业）字0230号003、2015
年（营业）字0014号、2015年（营业）字0014
号001、2015年（营业）字0014号002
2015 年(营业)字 0015 号
2015 年(营业)字 0015 号 001（展期）
2014 年（营业）字 0161 号、2015 年浩彤

（补充）字 001 号、2016 年浩彤（补充）字
002 号
06130901-2015（营业）字 0059 号、2016
年阳光（补充）字 0001 号、2017 年阳光高
科（补充）字 001 号
2014 年(营业)字 0032 号

建蒙包小企贷 2015-09 号

建蒙包小企贷 2014-41

2003 年贷字叁号

建蒙鄂贷（2010）22 号

建蒙乌海贷（2008）26 号、建蒙乌海贷（2013）
22 号、建蒙乌海贷（2013）25 号、建蒙乌海贷

（2013）26 号、建蒙乌海贷（2013）28 号、建蒙乌
海贷（2014）2 号、建蒙乌海贷（2014）4 号、建蒙
乌海贷（2014）5 号、建蒙乌海贷（2014）10 号、
建蒙乌海贷（2014）11 号、建蒙乌海贷（2014）
12 号、建蒙乌海贷（2014）23 号、建蒙乌海贷

（2014）25 号、建蒙乌海贷（2014）26 号

担保人名称
尹喜兵、牛倩

张钰、曲秀芳、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精益建筑有限公司、内蒙古时代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卓越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公司、内蒙古华裕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冯刚刚、史巧兰、冯明、王箴言、内蒙古浩
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冯霞、张佩文、冯
琴、冯世荣、李秀英

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李
廷禄、张美荣、赵文胜、李梅

刘建忠、鲁瑞鲜、刘广才、王桂荣
内蒙古中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强、李
琴琴、段生旺
内蒙古中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常州鹿驰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孟永霞、孟卫平、刘满喜、刘芳
呼和浩特市蒙苑市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现更
名 为“ 内 蒙 古 天 旭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内蒙古蒙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联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侯钰
蛇、王桂荣、郭武荣、韩秀、刘二同、牛二翠、内
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东联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秀存、阿拉善盟泰宇冶炼有限公司、阿
拉善盟盛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邢春杰、
内蒙古泰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担保人名称
2013 年杭后（保）字 0054 号、2013 年杭后（抵）字 0016 号

2014 年(保证)001 号、2014 年(保证)003 号、2014 年(保证)004
号、2012 年营业(保)字 0015 号、2015 年营业(保)字 004 号

2012 年营业（保）字 0013 号、2015 年营业（保）字 002 号、
2015 年营业（保）0009 号、2014 年营业（抵）字 0182 号、
2015 年营业（抵）字 0014 号、2015 年营业（抵）字 0015 号

2015 年营业(抵)字 0043 号、2017 年营业(抵)字 0008 号、
2017 年新区(保)字 0020 号

2014 年营业（保）字 0161 号、2014 年营业（抵）字 0108 号、
2015 年（浩彤）保字第 001 号、2016 年营业（保）字 0161 号

06130901-2014 年营业（抵）字 0003 号、2014 年营业（抵）字
0003 号-001、2015（阳光高科）001 号、阳光（2016）年保字第
001 号、阳光（2017）保字第 001 号
2011营业(抵)字0218号、2014年(保)字0010号、2014年(保)字0011号
建 蒙 包 小 企 担 保 2015-09 号、建 蒙 包 小 企 担 保（自 然 人）
2015-09 号、建蒙包小企业担保（质押）2015-09 号
建蒙包小企担保 2014-41、建蒙包小企担保 2014-41、建蒙
包小企担保（自然人）2014-41

2003 年抵字叁号、2003 年抵字肆号

建蒙鄂担保（2010）22-6 号、建蒙鄂担保（2010）22-7 号、
建蒙鄂担保（2010）22-8 号、建蒙鄂担保（2010）22-9 号、
建蒙鄂担保（2010）22 号、建蒙鄂担保（2013）70-1 号、
建蒙鄂担保（2010）22-1 号、建蒙鄂担保（2010）22-2 号、
建蒙鄂登记（2010）22 号

建蒙乌海担保（2008）26-3 号、建蒙乌海担保（2012）19-5
号、建蒙乌海担保（2012）19-6 号、建蒙乌海担保（2012）19-
7 号、建蒙乌海担保（2012）19-8 号、建蒙乌海担保（2008）
26- 1 号 、建 蒙 乌 海 担 保（2008）26- 2 号 、建 蒙 乌 海 担 保

（2010）2-1 号、建蒙乌海担保（2012）19-1 号、建蒙乌海担保
（2012）19-2 号、建蒙乌海担保（2012）19-3 号、建蒙乌海担
保（2012）19-4 号

未处置借款本金余额（元）
2,300,000.00

48,218,709.58

37,082,000.00

25,800,000.00

18,986,650.23

14,789,480.79

3,997,298.49

4,911,479.33

5,999,313.65

4,702,667.45

170,000,000.00

844,982,406.01

利息（元）
1,873,944.89

0.00

0.00

4,261,699.45

9,739,775.41

2,924,403.64

2,422,875.02

2,393,456.80

4,173,498.62

25,972,771.56

95,333,474.72

353,928,802.66

本息合计（元）
4,173,944.89

48,218,709.58

37,082,000.00

30,061,699.45

28,726,425.64

17,713,884.43

6,420,173.51

7,304,936.13

10,172,812.27

30,675,439.01

265,333,474.72

1,198,911,208.67

□新华社记者 何玲玲 顾小立
王俊禄

应付表格忙不停，材料填了却无
用；基层调研“走过场”，“盆景”一看就
完事；各级会议重复开，考核督查连轴
转⋯⋯

说起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基层干
部或许并不陌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要求，要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开
展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切实为基层减
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不少政
策，为基层干部“轻装上阵”保驾护航。
这些政策究竟落实得如何？还有没有
可以进一步优化完善的地方？“减负”之
路下一步可以怎么走？请跟随新华社
记者的脚步，听听来自一线的声音。

上一年，你觉得“减”得如何？
回忆起去年的生活状态，重庆市江

北区华新街街道党工委委员覃鹭说出
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忙碌”。

年 初 疫 情 肆 虐 ，年 中 洪 水 来 袭 ，
2020 年覃鹭手头的活儿和过去相比几
乎翻了倍。他身边的大部分同事，付出
也远远多于往常。不过，他们从未有过
怨言。

“为了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一线高高飘扬，我们累一点苦一点，
也值得。”覃鹭说。

在这样的工作节奏中，“减负”对于
覃鹭而言显得十分珍贵。在他看来，

“减负”主要减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带来的额外负担。从这个角度而言，

“减负”从未停止过。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过去各级

各部门落到街道的考核指标有几百项，
现在得到了大幅度的整合压缩，不用每
天费心思愁‘迎检’的事了。”覃鹭说。

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当地建
立了基层减负观测点，对督查检查事
项具体组织过程做硬性规定，并狠抓
报表材料整治管理，受到了基层干部
的欢迎。

与“考核减负”同时发生的，还有
“指尖减负”。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融
媒体中心“看苍南”App 负责人鲍承益
说 ，两 年 前 几 乎 每 个 乡 镇、部 门 都 有
App 或微信公众号，不仅要安排专人负
责信息采集、编辑、发布和维护，每个账
号每年还要投入不少资金。然而，“兴
师动众”下来的效果却并不好。

2019 年起，苍南县逐步关停了所
有乡镇、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政务类微
信公众号并统一整合到“看苍南”客户
端上，目前全县 18 个乡镇、86 个县机关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共 104 个单位已
入驻“看苍南”，专业编辑团队让政务信
息在一次发布中便能实现“矩阵”传播
的效果。

更多“减负”，来源于“刀刃向内”的
政务流程机制再造。重庆市江北区华
新街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委书记苟映
蓉说，过去社区干部为群众办理低保，
要逐一审核申请人是否有房产、商业保
险、理财产品、银行存款等，不仅群众

“来回跑”，干部也得“跟着跑”。现在申
请人只需要网上填报一次，相关部门通
过银行、房管局等互联网平台，在线就
完成了信息核实查询。

“合理用好大数据支持放管服改
革，‘便民利民’与‘基层减负’就可以实
现有机统一。”鲍承益说。

回头看，哪里可以再“减”些？
不少基层干部对“减负”工作表达

了进一步期盼。
政策落实“上下一般粗”“简单二传

手”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期
待再“变一变”——

“虽然现在政策执行‘层层加码’的
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受考核机制等因素
影响，基层推进工作习惯于完全执行甚
至‘照搬’上级相关制度要求，创新性的
思路举措偏少。”蒙阴县一位机关干部
说。

为某项评比、某个活动发动群众投
票、点赞、转发的工作，基层期待再“治
一治”——

一位基层社区干部说，每次这样的
任务都令人“发怵”：社区中不少老年人
没有智能手机，年轻人又嫌干部烦。不
仅得罪了身边亲朋好友，更浪费了大家
本该做实事的时间，非常希望得到有效
整顿。

放假前一天集中“发文收文”的现
象，基层期待再“减一减”——

有基层干部反映，每到节假日前
夕，基层单位部门往往会收到不少工作
文件，“卡节点”下命令、做布置、要材
料，缺少计划性、缺少回旋落实余地的
工作任务，让基层干部左右为难。

基层干部频繁借用抽调、抽调期限
随意性较大、程序不规范的状况，基层
期待再“改一改”——

浙江一位基层干部说，乡镇工作事
务庞杂，此前一些部门随意从乡镇抽调
干部，乡镇碍于面子不敢不从。然而，
一些偏远地区被频繁抽调导致人力资
源“缺血”，更让相关制度有了“空子”，
干部心态不稳。

这一年，你建议还应该如何“减”？
1 月 24 日通过的十九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公报提出，持之以恒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对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精准施
治。

全会的精神鼓舞着每一位基层干
部。他们建议，要将更多执行力量向基

层倾斜，给予基层更多创新的空间——
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

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表示，可在全国更
多地方探索“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新
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做强基层力量，
切实破解“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难
题。

“如果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
向基层镇街、社区倾斜，在社会治理等
方面能由咱们提需求，部门来配合，那
咱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程家群说。

基层建议，要通过制度建设在政府
部门内部树立正确的“材料观”，让乱发
文、乱收文真正成为历史——

“客观来说，党政公务工作离不开
文件材料。但对于基层干部而言，材料
只是描述、总结工作的呈现形式之一，
很多时候言简意赅即可，不能简单以材
料‘ 论 政 绩 ’，不 能 简 单 以 材 料‘ 论 英
雄’，更不能简单靠材料定优劣、分高
下、做结论。”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季冬
晓说。

基层建议，每年可靶向聚焦几个突
出的形式主义问题，采取项目推进等方
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减轻基层压
力——

“例如，未来可以将清理不必要的
微信工作群列入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
内容，限定在微信中下发通知、文件的
行为；清理各地开展的各类名目繁多的
评比点赞、积攒、扫码注册公众号客户
端等行为，让基层干部少‘群’一身轻。”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说。

苍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崇演说，
可对各乡镇部门借用人员开展全面排
查、清理，重点控数量、控比例、控时长，
全面规范干部借用抽调工作，避免“任
性抽调”造成的乡镇“贫血症”。

（参与记者 陈国洲 杨文）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基层干部，最近你“减负”了吗？
□新华社记者 聂晓阳

“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多边主
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
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世
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深
刻阐释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包容”是其中的一个关
键词。

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逆流涌动，人类正面临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解
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在当前背景
下，强调包容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层面来说，包容意味着承
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不能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
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
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
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
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
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
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在其新书《大
重启》中表示，包容性、团结和信任，是重建一个更美
好的后疫情世界最重要的核心要素。

包容意味着要反对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
战”。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如果走对立对抗的歧路，
无论是搞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科技战，最终将损
害各国利益、牺牲人民福祉。国际社会要摒弃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坚持互尊互谅，通过战略沟通
增进政治互信。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保障各国
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要提倡公平公正
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反
对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从全球经济与发展层面来说，包容意味着“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全球
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所产
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包容性发展，就是要
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
发展繁荣。国际社会应该落实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发
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促
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世界经济论坛全
球行动小组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带给人们
很多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全球化的好处
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分享；二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
间的不平等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包容要求不能搞唯我独尊。要防止把人类文明
分为三六九等，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要
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反对恃强
凌弱。从实践角度来说，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联合
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国际社会要促进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
和成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而不同”，致力于“协和万邦”，
包容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新世纪又体现出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将携手世
界继续推进包容发展，向着共同繁荣的梦想迈进。

（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28 日电）

践行多边主义需要

﹃
真包容

﹄

—
—

解读习主席在

﹃
达沃斯议程

﹄
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系列评论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