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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长城内蒙古分公司的利息、罚

金、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
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公证费、律
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和正式发票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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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
确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
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
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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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4月8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31,437,187.58

利息
37,848,587.65

债权总额
69,285,775.23

担保人（含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等）
保证人：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侯钰蛇 抵押人：内蒙古上海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近日，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山东工程管理部带
领党员干部、团员来到烈士陵园开展“缅怀英烈守初
心 明理增信担使命”主题活动。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全体人员整齐列队，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革命先烈默
哀鞠躬，并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敬意和怀念。随后，

来到革命烈士纪念馆聆听革命先烈感人事迹。此次活动
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实践课。大家纷纷
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守初心，担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建
设中去，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党100周年。 （牛婕）

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山东工程管理部
开展“缅怀英烈守初心 明理增信担使命”主题活动

●不慎将和林格尔县赛新数码产品经销部的《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92150123MA0N53AFXM）丢失，声
明作废。

●不慎将和林格尔县赛迪汽车修理部的《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92150123MA0N5N5N8Q）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杜文俊（身份证号：15012319860717113X）的公积金异地贷款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内蒙古少年报（蒙文）的《报纸出版许可证》副本（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5—0087/-M）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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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深学促实干，积极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有的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
成“履职清单”；有的组建志愿服务小分队，把“等群众上门”变为“送服务
上门”；有的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让群众办事更便捷……一系列立足实
际、服务群众的有力举措，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
也要让群众受教育、得实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
学习和工作“两张皮”。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彰显百年大党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新征程上每一个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担当。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回望百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千
难万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最关键的是始终
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
而奋斗，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李大钊“为大多数人谋幸
福”的价值追求，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
仆情怀；从孔繁森“苦乐桑梓在高原”的赤子之情，到黄文秀“坚持战斗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责任担当，一代代共产党人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从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汲取宝贵
启示，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树立宗旨意识，保持初心不改、志向不移、本
色不变，在顺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中，不断追求“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就要突出问题导
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在为民排忧解难中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党员干部要想群众所想，忧
群众所忧，急群众所急，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回应“槽
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补齐“断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
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民生问题。干事力度关系民生温度。要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一批为民
惠民便民的实招，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纠纷矛盾，不断通过化
解民生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坚持开门问策、问需于民，尊重群众感
受，由群众来评价工作效果。政策举措接不接地气、是不是真惠民
真利民，群众感受最真切。要拜人民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畅通察民情、通民意的
渠道，摸清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符合群众愿望和利益。要结
合实际察民情访民意，实事项目向群众征集，办理过程向群众公开，办理结果接受群
众检验，坚决杜绝搞形式、走过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是重要保障。干部作风
好不好，关键看为民办事实不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就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勇气
和力量，弘扬担当精神，敢于接“最烫手的山芋”、挑“最沉重的担子”，做解决问题、造福群
众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千难万难，干起来就不难。要发扬
钉钉子精神，激发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劲，认真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让好政策
取得好效果、好举措带来好日子。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党员干部不务虚功、不图虚
名，多办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好事实事，就是人民群众真心点赞的贴心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作出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彻底、最鲜活的表达，在全党全社
会引发强烈共鸣。这是来自历史的启示，更是面向未来的宣示。树高千尺，扎根沃
土。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永远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党就能汇聚起万众一心、团结
奋斗的磅礴力量，带领亿万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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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健 李兴文
郭强 余贤红

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一个
熠熠闪光的时空坐标——

1927年10月—1930年2月，江西
井冈山。

在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中国
共产党人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也点亮了“坚定
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之光。

那道光，划破苍穹，照亮中国革命
的胜利之路。

那道光，穿越时空，指引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初心之光
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革命旧址

群。
阳光照进天窗，一盏油灯、两本泛黄

的小册子静静陈列，引来游客驻足参观。
9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

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
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抚今追昔，回望百年。
许多参观者不禁沉思：“中国的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两个“历史之问”间有
何内在关联？

在井冈山拿山镇，一栋栋百年老
屋里藏着答案——

“焚烧田契债约”“穷人没有饭吃，
到土豪家里挑谷子”……在拿山镇长
路村，一栋栋百年老屋斑驳的外墙上，
一条条红色标语讲述着当年打土豪分
田地的峥嵘岁月。

老屋见证，初心不改。
如今，由老屋改造而成的高端民

宿长塘古韵引来一批批游客。村里
“80后”潘斗在这当服务员，每月工资
2300元，家里老房子出租还有一笔收
入。“不少村民在这里打工，既可养家
又能顾家。”她说。

长路村村支书刘足华说：“现在，
老百姓走的是平坦路，住的是安全房，
用的是卫生厕，喝的是干净水，过上了
祖辈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条长长
的展廊上书写着答案——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
（纪），永不叛党。”展廊上，一份写有6个
别字的入党宣誓书引人注目。写下誓
词的是井冈山老区贫苦农民贺页朵。

新中国成立后，贺页朵的两个孙
子先后参军，其中一人在对越自卫反
击战中牺牲。牺牲前，他写下家书：

“现在我就要临近战斗，在战斗中我一
定要英勇杀敌……生为祖国人民而战
斗，死为祖国人民而献身。”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
不会熄灭。穿越百年，一代代共产党
人化身“追光者”，前赴后继、顽强奋
斗，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井冈山茨坪林场，一副对联上
书写着答案——

春节前，茨坪林场白银湖村，邱冬
华父子在家门口喜庆地贴上新对联。

上联：“脱贫全靠惠民策”；
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
横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打

土豪分田地，邱冬华的曾祖父邱启山
也曾写下一副对联：

上联：“分田不忘共产党”；
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
横批：“共产党万岁”。
一户人家，两副对联，跨越时空，

见证初心与民心。
“秉持为民初心，赢得民心所向，这

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共同答案。”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柯华说。

思想之光
井冈山，油灯广场。
一座书本状石雕上镌刻着：“在四

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
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
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伟大
探索，点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之光。

在那道光指引下，一代代共产党
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大

潮涌起，五百里井冈风雷激荡，以日用
陶瓷为主的工业快速发展，高峰时产
值占GDP“半壁江山”，但污染也随之
而来……是一味追求GDP，还是走更
合乎“山情”的路子？

经过调研，一个“旅游兴市”的战
略被提出。

改善基础设施、加快景区建设、推
广旅游品牌……革命圣地逐渐变身旅
游胜地，获评2020中国旅游百强县，以
旅游为主的服务业占GDP“半壁江山”。

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道路越
走越宽——

走进井冈山秀狐智造电子有限公

司，只见一块块 LED 巨屏上流光溢
彩。“我们依托XR技术生产虚拟拍摄
用的LED大屏，产品被用在许多热播
剧中。”公司负责人闫颖昊说。

驱车穿行井冈山，智能物联网产
业园、新经济产业园、智慧仓储物流
园……一个个新产业园兴起。

井冈山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中心、浙赣合作总部基地、井财基金
小镇……一个个新发展平台诞生。

从旅游业“一业独大”到全域旅
游、新型工业、现代农业“ 三轮驱
动”……进入新阶段，井冈山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

继往开来，昂首前行，道路越走越
自信——

民房变客房、牛栏变咖啡屋、靠锄
头变靠锅铲……三年前，当斯维登集
团投资数千万元在井冈山龙市镇大仓
村发展精品民宿时，很多人并不看好，
如今这里经常一房难求。

大陇案山、柏露鹭鸣湖、长塘古
韵……一个个曾经偏远的小山村发展
起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

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如今的井冈山，摘掉贫困县帽
子，戴上一顶顶新帽子。井冈山市委
书记刘洪说：“过去靠山砍林，始终难
脱贫；如今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之光指引下，
共产党人从井冈山挑粮小道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一路走来，道路
自信愈加坚定。”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研
究馆员饶道良说。

奋斗之光
深夜，井冈山东上乡曲江村，驻村

第一书记叶维祝房间的灯光依然亮着。
六年前第一次来到曲江村时，眼前

所见让他夜不能寐：“最贫困的村民家
里，穷得几乎只有一口锅、两床旧被子。”

“要脱贫，必须有产业。”有人提议
种白莲，他仔细考察后干了起来。夜
里，叶维祝房间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
天一亮，他就出现在荷塘边。2018年，
白莲大获丰收，赚了20多万元。

老百姓的“心”被点亮了。养虾、
养蜂等产业相继发展起来，村民腰包
越来越鼓。

90多年前，面对敌人的封锁，井冈
山根据地军民白手起家创办军械厂、棉
被厂、印刷厂……从打破敌人的封锁到
挣开贫困的枷锁，艰苦奋斗一以贯之。

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总有一种力
量催人奋进——

天还未全亮，茅坪乡神山村，50多
岁的彭夏英家灯已经亮了。在政府扶

持下，不甘贫困的她办起村里第一家
农家乐，靠着起早贪黑，年收入10多万
元。“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抚养我
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
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正确的指
引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会无往不胜。

黄洋界，云海茫茫，草木葱茏。
90多年前，在根据地群众帮助下，

红军以不足300人的兵力打退近6000
名敌人的进攻，创下以少胜多的奇迹。
由于战火破坏，这里一度难见成片的树
林。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干部群众大规
模造林，让焦土变回青山……

今 日 井 冈 山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6%。从卫星地图俯瞰黄洋界，由林场
职工当年手植的一颗颗柳杉拼成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七个大字，见证感
天撼地的奋斗力量。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百年间，多少奇迹就此创造。

长坪乡、下七乡，井冈山昔日最偏、
最穷的两个乡镇，如今经过奋斗终于冲
出贫困阴霾，并在去年两乡合并后有了
一个共同的新名字——光明乡。

“‘光明’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寄托着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光明
乡党委副书记罗兆珠说。

今日的井冈山，洒满光明。
八角楼的灯光，从未熄灭。
那道光，划破苍穹，照亮历史的星

空；
那道光，穿越时空，绽放出新的时

代光芒！
（新华社南昌4月7日电）

这是航拍的“井冈红旗”雕塑（2016年12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那道光那道光，，划破苍穹穿越时空划破苍穹穿越时空
———来自—来自““中国革命摇篮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精神之光井冈山的精神之光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 （记者
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数据，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31700亿美元，较2月末下降350亿
美元，降幅为1.09%。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介绍，2021年 3月，我国外汇
市场运行稳定，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在
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

家债券价格有所下跌，全球股市总体上
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王春英表示，展望未来，境外疫情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和国
际金融市场仍面临较多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但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断
增强，积极因素明显增多，有利于外汇
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317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