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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是全国第 30个税收宣传月，4月 1日首宣
日。元宝山区税务局围绕“税收惠民办实事，深化改革开
新局”的主题，创新载体，重点抓好“五微”平台宣传税法
活动。

“微答卷”。该局在平庄公园广场组织税宣日活动，
设立咨询台，组织税收宣传队进行咨询、入户走访宣传，
开展“税收知识答卷”活动，千余名群众参与。

“微宣讲”。组建青年税宣小分队，利用“六进”形式，
开展“百干、百家、百讲”税法宣传活动。即：100名税务
干部，走企入户100家，宣讲100讲。

“微税课”。在税法宣传基地，利用“云”平台，创新
“税务微课堂”，开展“税官每周讲税法”活动。4名税务干
部先后讲解了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知识。

“微视频”。由专业人员将税收政策、办税流程、高频
纳税咨询等问题精心制作成微视频、微电影、专题片，定
期推送至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供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学
习。

“微服务”。组建志愿服务队伍，50多名志愿者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系列宣传，听需求，解难题，办实
事。为广大纳税人排忧，广大纳税人纷纷点赞。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五微”平台宣传税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简称：转让方）与鄂
尔多斯市弘基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受让方）已于2020年12月30日签
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于2021年3月16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转
让方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权利义务人承继人享有的主债权、
从权利及其他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为下列债权及其全部权

益的合法权利人。
鄂尔多斯市弘基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合法权利人，现公告要求下表

中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权利义务承继人向鄂尔多斯市弘基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履行相关法律文件确定的偿付义务及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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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鄂尔多斯市弘基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鄂尔多斯市弘基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10/30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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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总额

161,122,526.31

280,773,756.86

64,077,721.37

455,711,639.27

本金/重组债务余额

69,800,000.00

147,600,000.00

36,872,378.90

319,933,200.33

欠息/重组宽限补偿金

90,791,482.90

131,528,300.00

26,966,854.78

135,778,438.94

代垫费用

531,043.41

1,645,456.86

238,487.69

-

保证人
内蒙古大兴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大兴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大兴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大兴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抵质押人及抵质押物
鄂尔多斯市大兴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大兴房屋）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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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抵押。共4宗土地，合计面积242,404.44平方米。
①大兴房屋以其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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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
用权提供抵押担保；②大兴房屋以其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科技园区240,092.9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③鄂尔多斯市众
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科技园区96,698.7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④大兴房屋以其名下
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铁西规划二街附近53,014.5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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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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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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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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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位抵押）。

鄂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费权质押。

注：本公告清单中利息暂计至2020年10月30日（基准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鄂尔多斯市弘基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本金、利息、罚息等按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新华社记者 李占轶 胡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山路崎岖，
身影却坚毅。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尽忠职守呵护着祖国的绿水青山，也成
为行走在绿水青山间的“最美”风景。

为了大力弘扬百万生态护林员保
护生态、脱贫增收的奉献精神，中央宣
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生
态护林员”的先进事迹。

大山深处，用坚守诠释爱绿护绿的
担当

清晨，头戴一顶泛黄的羊毛帽、脚
蹬一双老胶鞋、背上一包糌粑和一个铝
水壶，52岁的贾尼玛唱着民歌走进了大
山深处。自2017年成为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松多乡松多村的一名
生态护林员起，他风餐露宿、无怨无悔。

松多林区海拔最高4265米，道路
崎岖，条件艰苦，贾尼玛却主动请缨守
护。“这山可是我们的生命线呀，别人不
去，我去！”

冬天的山路不好走，巡护到晚上，
贾尼玛只能借宿在村民盖在山腰上的
羊圈房里。“里面除了一张炕也没有其
他东西，吃上一口糌粑，就睡下了。”贾
尼玛说。

一次，贾尼玛和同事巡护时差点摔
下石崖，同行的护林员眼疾手快拉住他
才化险为夷。可第二天他迈进大山的
步伐依然坚定。

曾玉梅每天徒步40多公里，穿行
在黑龙江省青冈县民政镇的820亩林
地间。守护林子 3年来，她的责任区
内未发生过一起盗伐等破坏森林资源
现象。

一开始，由于缺乏林木管护专业知
识，加上对林地情况不熟悉，曾玉梅走
了不少“弯路”。幽深的山路看不到尽
头，但她凭着坚定执着的信念，坚持每
天巡林，很快就成了护林的行家里手。

甘肃省天祝县安远镇柳树沟村生
态护林员朱生玉，负责守护小柳树沟
900多亩林地。林区的一沟一壑都有
他的足迹，他被村民们称为林区的“活
地图”。

平凡岗位，闪耀别样光彩
“当了生态护林员以后，定国特别

认真负责。”村里人说起的，正是山西省
平陆县洪池乡南王村的生态护林员岳
定国。

被聘为生态护林员后，53岁的岳定
国深知肩上的担子重，不论是穿梭在山
林，还是走村串户宣讲，都始终怀揣着
强烈的责任心。他所负责的管护区，没
有牛羊啃食的痕迹，也没有百姓采药的
身影。

“千万不能在外边点火、放鞭炮
啊。”走在路上，吴树养只要遇到村民都
不忘这么叮嘱一句。

这名来自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大
坪镇九龙瑶族村的生态护林员，每天都
会宣讲政策。天还没亮，他就拿上喇

叭，骑着摩托车沿着山路喊话宣传。当
阳光洒满山林，他已经走遍了几个村。

遇到村民家办丧事，他就反复劝告
村民焚烧纸钱燃放鞭炮要远离林区，还
会守在现场，直到丧事办完，不留一丝
隐患。

一丝不苟的还有湖北省五峰土家
族自治县五峰镇水浕司村生态护林员
陈刚。一次日常巡护中，他发现有疑似
松材线虫病枯死松树，迅速组织护林员
对全村天然林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时遏
制了虫病蔓延。

既要保护好山林，也要在群众心里
播撒保护生态的种子。在他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发植树。村公路沿
线两旁、农户庭前房后早已种满了树
木，成了一道风景。

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却始终如一
“我就是‘啄木鸟’，保护森林就是

我的使命。”
说这话的麦麦提·麦提图隼，是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乔
克拉村的一名生态护林员。

一年365天，无论寒暑，麦麦提·麦
提图隼每天都会带领全镇144名护林
人员开展工作。漫漫巡护路，他不知走
了多少遍。在他的管护下，500亩林木
从未发生森林火灾、有害生物危害。

但凡有空闲时间，他就向人请教、
自学知识，掌握了不少林业管理知识和
技能，成为人人称赞的“土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六户
镇和胜村的生态护林员庞金龙同样执
着而坚定。当地禁牧区域多，他在宣
传政策的同时紧盯禁牧区域，仅2017
年 就 及 时 劝 阻 放 牧 活 动 70 多 次 。
2018年的一天，庞金龙发现一处垃圾
场起火，他在火场坚守了一天，确保火
情不再反复。

在庞金龙的带领下，和胜村护林员
队伍会巡护、能扑火，成为当地最得力
的护林扑火队伍。

累了就在山坡席地而坐，饿了就吃
随身带的糌粑。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
康县曲孜卡乡小昌都村生态护林员多
贡，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国家给了
我这个岗位，保护自己的家，我怎么能
不竭尽全力呢？”多贡说。

“你天天上山，当心砍树的人都记
住你。”多贡的妻子这样劝过他。“记住
我才好，如果我的名字能吓住砍树的更
好。”多贡制止过不少违法行为。一个
冬日的夜晚，他到山上转悠，听到窸窸
窣窣的声音，他立刻叫上其他护林员一
起去大声喝止。偷伐树木的人听到后
连工具都没拿就跑了。

“当上护林员，注定要多跑路、多吃
苦、多流汗。”多贡说，但每天看着郁郁
葱葱的山林，心里才觉得踏实。

有这样一群人，常年与毒蛇猛兽为
伍，丛林鸟语为伴，无论是高山峡谷，还
是逶迤雪山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是生态护林员。中央宣传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的“最美生态

护林员”先进事迹，展现了一个个在平
凡岗位上，用责任担当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故事。

山间“彩虹”为谁来
朝阳初升，独龙江峡谷千峰竞秀。

树影婆娑间，一道“彩虹”格外显眼——
生态护林员李玉花和同伴一早就钻进
了高黎贡山的茫茫林海中。

这位爱美的独龙族姑娘时常穿着
彩虹般绚丽的民族服饰去巡山，被当地
群众亲切唤作“彩虹护林员”。

她所在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森林覆盖率高达93.10%，已发现高等
植物1000多种、野生动物1151种，是
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宝库”。

按时巡山、走访宣传、森林防火
……担任护林员5年来，她在工作岗位
上认真细致地守护着这座“宝库”。“现
在砍树、盗猎现象基本看不见了，上山
遇到羚牛、戴帽叶猴这些保护动物的次
数倒是多了。”李玉花满脸自豪。

陈力之的“宝库”是1万多亩公益
林区。他是贵州省湄潭县鱼泉街道办
事处土塘村的生态护林员。进山见到
焚烧秸秆的村民，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解
护林政策；碰上有人在林中捕猎珍稀鸟
类，他顾不上自身安危上前震慑……

“看好这片山，等于守护着一个绿
色银行。”陈力之说，今后的目标就是把
林子看好，把林下经济搞好，做强产业，
吸引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就业。

近日，河南省新县泗店乡接连降
雨，生态护林员孙绍兵每天依旧早出晚
归。面对妻子的埋怨，他说：“越是天气
恶劣，越是犯罪分子盗伐林木、偷拉私
运和乱捕滥猎猖獗的时候，越是要加强
巡护，决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被聘任为生态护林员，孙绍兵深感
肩负使命，责任如山。他一边熟悉政策
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病虫害防治等
业务知识，一边从宣传入手，张贴标语、
竖立标牌、走家串户，不断向村民宣传
林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做脱贫攻坚的先行者和带头人
“十三五”时期，全国林草部门从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 110.2 万名
生态护林员，带动 300 多万贫困人口
脱贫增收，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积近9
亿亩，有效保护了森林、草原、湿地、沙
地等林草资源，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
贫增收双赢。

成为生态护林员前，重庆市城口县
明中乡云燕村黄永健一家5口靠种洋
芋、中药材和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过
得紧巴巴。

“村里看我家比较困难，又经常出
入山林种药材，就鼓励我去当生态护林
员。”黄永健说，“当上护林员后，扛起了
责任也多了份稳定收入，一家人终于摆
脱贫困。”

核桃是明中乡脱贫致富的重要产
业，种植近2万亩。巡山护林外，他还
主动学习了核桃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
村民对退耕还林的核桃树进行病虫害

监测防治、修枝整形等。如今，村里人
都夸他不仅是护林员、技术员，还是致
富带头人。

对自然的呵护总会获得馈赠。陕
西省商南县过风楼镇八里坡村生态护
林员陶久林每月平均巡山23天以上，
他的责任区没有发生过任何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林区资源也越来越好。

陶久林还带领当地群众积极发展
香菇种植，义务进行技术指导，对接市
场信息，带动村里一大批贫困群众实现
了增收脱贫。

江西省遂川县五斗江乡庄坑口村
生态护林员蓝先华也找到了增收途径
——他组建起一个以贫困户为主的团
队，接下2000多亩林地的造林抚育工
作。

蓝先华说：“前两年乡政府给我们
发了黄桃苗，家里的 6亩荒山种了黄
桃，去年巡山、造林、卖桃的钱加在一
起，一共收入五六万元嘞！”

防微杜渐，容不得半点松懈
担任生态护林员以来，无论是辖区

内的零星火点，还是周边辖区的应急调
度，只要有火情，汪咏生总能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抢险救灾。严寒酷暑他坚守
阵地，逢年过节和家人聚少离多。

“护林员关键要把‘防’放在第一
位，防好了，森林就安全了。”这是安徽
省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生态护林员汪
咏生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生态护林员王明海巡山途中，发现
山上有车轮轧过的痕迹，顺着痕迹一路
追到破坏植被的人，立刻制止，并及时
上报了林业主管部门。

家住吉林省汪清县汪清镇沙北村
的王明海，管护着660亩集体林。3年
多来，王明海处置了20多起火灾隐患、
制止挖沙破坏植被行为6次、制止多起
盗伐林木和非法开垦等行为，责任区内
未发生过一起破坏森林案件。

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是护林人
的铮铮誓言。河北省阜平县天生桥镇
龙王庙村生态护林员高玉忠每到森林
防火期，都在进山路口设立防火检查值
班点，严格落实入山登记制度和各项防
范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
白阳镇崾岘村生态护林员海明贵走遍
了村里每一户人家，上门宣传森林防火
政策，跑遍了每个山头、每条小沟，不放
过任何一处细小的隐患点……

“爬山倒不觉得难，最难的是让
村民转变观念共同保护大山，消除林
区隐患。”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
镇大地村生态护林员谭周林是村民
眼中的生态保护“政策通”，每逢寨子
有宴席、会议，他便借机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事例，向村民宣传森林保护
知识，时不时把一些案例和法规发到
朋友圈。

“我们村紧挨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珍稀动植物很多。”谭周林说，“要兼
顾森林防火和动植物保护就得漫山遍
野跑，不能有半点松懈。”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绿水青山间，他们绽放最美人生
——“最美生态护林员”群像扫描

□新华社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31 日起施行，

“爱国者治港”原则有了重要制度性
保障，香港民主制度也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此次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作出
系统性修订，以重新构建选举委员
会并增加赋权为核心，对香港特别
行 政 区 选 举 制 度 进 行 总 体 规 划 设
计，既及时弥补了原有制度存在的
漏洞和缺陷，又有效增强了选举制
度的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度，是
对香港民主制度的优化和发展。

这是一次系统性的制度构建，核
心是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
赋权。这是从香港实际情况出发，在
全面总结多年选举实践经验基础上
作出的重要制度性调整。“重新构建”
的要点包括名称变化、规模扩大、界
别增加、分组优化。从构成上看，相
关优化和调整反映了香港社会政治
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均衡参
与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增设

“中小企业”“基层社团”“同乡社团”
“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等界别分组，
增加了代表基层权益的声音。“增加
赋权”则指选委会除继续选举产生行
政长官候任人外，还被赋予两项新的
职能，即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
议员，直接参与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
的候选人，这能够进一步扩大立法会
的代表性。由此可见，新的选举委员
会将具有更广的社会覆盖面和更强
的民意代表性，能更好体现和保障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

此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赋予选举委员会新职能，并通
过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规模、构成
以及产生方式的调整，丰富了民主
的形式，体现了多元复合的特点，实
现了优质民主和社会公平的目的。
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二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 90
人，其中，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
员 40 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
30 人，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 20
人。这一制度设计考虑的是，选举
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主要代表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功能团体选举产
生的议员主要代表行业、界别利益，
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主要代表地区
利益。再如，规定选举委员会提名
行政长官候选人和参与提名立法会
议员候选人，这能够保证最终选出
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是真正符
合候选人资格要求、有较广泛代表
性和认受性、有能力的爱国者，并在
其履职中能较好将界别、团体或地
区利益与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广大
居民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民主没有
统一的模式，香港选举制度不是任
何其他选举制度的翻版，关键在于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契合香港发展

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显然具有突出
的结构性优化特点。

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
会，也是一座中外交融的国际商业
都市。香港的民主制度必须从本地
实际出发，有利于促进香港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以提高特区治理效能
为追求，增进全体市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近年来，一小撮反
中乱港分子通过操弄选举混入特别
行政区治理架构，恶意阻碍立法会
运行，干扰特区政府施政。他们打
着“民主”的幌子，骑劫民意，煽动民
粹，致使香港政治社会环境受到严
重破坏。此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是针对现行选举制度存
在的漏洞和缺陷，作出顶层设计，以
确保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并有
利于立法会去极端化、去碎片化，改
变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
长期对立、立法会内斗无为、社会治
理效能下降、民主发展停滞不前等
突出问题，将香港从无休止的政治
争拗和对立内耗中解脱出来。

香港民主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
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是否有利于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是否有利于促进良政善
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增进广大市
民利益福祉。选举制度整体升级加
固后，更多具有法治思维和能力的爱
国爱港人士得以加入特别行政区治
理架构，香港政治社会环境将为之一
新，更加和谐稳定，香港作为国际化、
多元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将
发展得更加稳健，各方面利益诉求更
好得到兼顾。这显然是香港民主的
进步，而绝不是别有用心者污蔑的

“民主倒退”。事实上，香港回归以
来，中央始终是香港民主的坚定推动
者和维护者。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进行修订，充分彰显了中央推动
香港发展优质民主的决心和诚意，体
现了中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历史担
当，顺应了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

“ 所 当 乘 者 势 也 ，不 可 失 者 时
也。”当前，香港民主发展进入了一
个关键阶段，完善选举制度后的历
史契机需要善加把握。完善香港特
别 行 政 区 选 举 制 度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不折不扣落实全国人大决定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修订案，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
及 社 会 各 界 的 共 同 责 任 。 我 们 相
信，在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
国者治港”之后，香港民主发展的道
路会越走越顺，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的权利自由将得到更充分保障，“一
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必将焕发新的
生机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3月 31日电）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是一次系统性制度构建

新华时评

■上接第1版
对于煤矿技术管理中的开工、联合

试运转、竣工验收管理工作，均改为要
件形式审查、网上公告方式，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即将正式出台的促进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意见，要求草原上严禁新建煤
矿，既有煤矿不扩资源、不扩能技改、不
核增生产能力。

……
记者从集中清理涉煤领域政策法

规工作组了解到，专项整治开展以来，

自治区、盟市、旗县及有关部门废止或
宣布失效政策法规文件863件，2542件
存在问题的执行类文件已全部处置完
毕；研究提出政策法规文件制定项目
106件，已出台100件。

铁帚扫“温床”，重拳治腐败。经过
一年多的猛药去疴，自治区在解决一批重
大问题、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挽回一批国
有资产损失、堵塞一批制度监管漏洞上取
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有力推动了煤炭行
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2020年，内蒙古
煤炭产量超过10亿吨，稳定在历史较高

水平，有效保障了全国的煤炭供应。
成就载入史册，征途未有穷期。自

治区涉煤腐败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涉
及面广，彻底铲除污染政治生态的“毒瘤”
与滋生腐败的“温床”，仍需久久为功。

“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惩涉煤腐
败，持续深化拓展建章立制工作，标本兼
治地推动整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3月
24日至26日，自治区党委强力密集发声，
为打赢打好专项整治攻坚战再擂战鼓。

“心中有党有人民，肩上就会有担当。”
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内蒙古必将重塑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我区煤基“产
业树”不断推陈出新、更加枝繁叶茂。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