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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拟将拥有的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
企业债权（资产）以公开转让方式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资产信息公告清单
二、对交易对象和交易条件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涉黑涉恶，不存在非法经营、
非法集资等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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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信
誉良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公告期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四、特别提示及声明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
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
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刘女士 暴先生
电话：0471-518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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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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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日：2021年4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

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恒源绒毛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禾源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101,013,019.17

179,963,099.16

88,621,046.11

11,000,000.00

380,597,164.44

利息、罚息等

100,401,244.44

52,419,633.34

25,562,714.55

5,428,500.00

183,812,092.33

债权合计

201,414,263.61

232,382,732.50

114,183,760.66

16,428,500.00

564,409,256.77

抵押措施
（1）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办胜
利路东侧的峻峰华庭12,961.82㎡商业现房，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商业房产所占土地使用权。（2）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位于临河区庆丰街的美丽园小区3,744.91㎡商业现
房，华裕房地产公司持有的上述商业房产所占土地使用权。
（1）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新华办事处第一街坊
峻峰华庭五期11、12#住宅在建工程及对应土地使用权抵押。
（2）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西环办金川大道东侧、河套
大街北、明珠路西、汇丰街南土地使用权抵押。
（3）内蒙古华裕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临河区新华第一街坊
面积为8,164.2㎡土地使用权。
（4）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临河区东至健康路、西至团
结路，北至庆丰街、南至八一街美丽园-2#-G2#-G4#铺-501-502，2,
761.59㎡商业房产。
（5）内蒙古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临河区东至人民路、西至和
平路、南至阳光一号园、北至解放西街c-0-203铺,1,391.29㎡商业房产。
（1）债务企业位于临河区八一工业园区张嘉庙临五路北侧房地产，厂区
4286.05㎡，占地面积11163㎡，用途为工业用地。
（2）位于巴彦淖尔市解放办和平路西侧的房地产，房产1346.08㎡用途为办
公、工业房产，抵押商业用地1329.5㎡。
（3）内蒙古禾源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工业
园区张嘉庙临五路北侧房地产，抵押房产面积10980.77㎡，抵押工业用地
四块，面积102173㎡。
（4）巴彦淖尔市开源商场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巴彦淖尔市解放办解放
街南侧房地产，抵押房产 2366.76㎡，用途为商业房产，抵押商业用地
1885.8㎡；目前抵押物保管完好，目前处于出租状态。
（5）为债务企业所有的羊绒42吨，目前抵押物保存于债务企业院内库房。

无

保证措施

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精益建筑有
限公司、张明太、李慧君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张明太、李慧君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法定代表人任利刚及企业实际控制人白志灵提供个
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巴彦淖尔市兴农农牧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以及债务企业原法人代表田永胜及自然
人白树林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资产所在地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为弘扬五四精神，引导青年
员工结合本职工作，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真正将“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落到实处，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
治区分行团委深入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团
日宣传实践活动。

金融知识进社区 保护群众钱袋子

立足金融青年践行金融服务、宣传金融知识的本职，
结合群众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分行的青年员工冒着风
沙，深入呼和浩特市五塔前街社区，将存款保险、防范电信
诈骗等知识送到社区群众身边，利用口头讲解、发放宣传
手册、留守老人入户宣传等方法，生动形象地为社区群众
进行了金融知识普及，切实增强了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
识，真正提升了金融服务的下沉性、可得性。

志愿担当宣讲人 垃圾分类加把力

分行团委积极发挥青年员工的热情和活力，身体力行
帮助社区清理垃圾、净化环境，并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进
行垃圾分类宣传，向过往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与志
愿者一起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方法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鼓励居民从自身做起，坚持做好垃圾分类。

深入群众学党史 五四精神长延续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分行团委深入五塔前街社
区走访，了解到社区中很多老人熟知内蒙古革命建设历
史。在与老人的交流中，青年员工深受教育和启发。在今
后的工作中，分行团委将与社区建立联络机制，将定期向
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帮扶，入户走访了解生活情况，及时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作
为分行团委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并把生动的红色故事带
回来，传播给分行广大员工。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本次主题团日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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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结合起来的一次生动实践。分行的青年员工今后要进
一步增强奉献意识，更加积极主动投身公益活动，传播社
会正能量，以实际行动担当社会责任，展现作为新时代口
行青年的良好社会形象，争做信念坚定、担当奉献、助推发
展和自律自强的有为青年。

（王彦）

展五四青年志 为群众办实事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开展五四主题团日宣传实践活动

□新华社记者 郑一晗 汪健

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复
兴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迈赫迪·达哈勒·
阿拉日前在大马士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不
断创新，领导国家取得了巨大发展。同
时，中国的发展进步也惠及全球。

迈赫迪长期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实践并多次到访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共
产党在国家治理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

事求是、真抓实干，并不断提出新理论、新
思想，这些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
取得快速和巨大发展。

谈及自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理解，迈赫迪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
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相连结，让中国的发展
进步惠及全球。

迈赫迪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群众中非常有威信，深受人民爱戴，“而这
些都源自他杰出的工作”。迈赫迪说，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人民中来，与人民心
连心。

迈赫迪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从僵化思
维和固有理论出发，而是基于实际情况谋发
展。他举例说：“中国在制定很多发展规划
时会先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推

广到全国，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思路。”
迈赫迪说，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有效

控制新冠疫情，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这些成绩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在工作，坚持执政为民，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迈赫迪还说，叙利亚和中国在捍卫国
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打击恐怖主义、反对
霸权主义等方面拥有广泛共识。他期待
两国执政党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通过政
党交流让两国和两国人民获益。

（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10日电）

实事求是·不断创新·惠及全球
——叙利亚复兴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迈赫迪眼中的中共和中国发展

□新华社记者 唐霁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肖像照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很庄重，能感受到他们内心
强烈的情感。”

“中国勤工俭学生求学环境之艰苦
让我震惊。”

“如果回到100年前，我是赴法勤工
俭学生，我会积极学习、适应环境，不忘风
雨飘摇的祖国，随时准备报效祖国。”

……
阳光明媚的5月，法国蒙达尔纪（又

译蒙塔日）森林中学和中国湖南浏阳一中
的高中生们你一言，我一语，通过“云课
堂”形式，探讨一段遥远而又与他们相关
的历史。

百年前，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远渡
重洋来到法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仅蒙达尔纪这座距离巴黎
100多公里的小城，就先后有邓小平、蔡
和森、陈毅、李富春、蔡畅等300余人在此
学习、工作。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法国？
他们的经历又给当代学生带来哪些触
动？在这堂特殊的历史课上，40多名中
法高中生带着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森林中学的莱亚·佩雷拉说，周恩来
和邓小平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远
离祖国，来到一个陌生国度学习和工作，
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救国出路。看着肖
像照中他们庄重的神情，我能感受到他们
内心的强烈情感。”

弗拉维安·加瓦耶则对邓小平在法
国生活、工作条件之艰苦感到吃惊。“他为
了求学在工厂里做工，住在木棚里，每天
工作十个小时，每小时却只能挣1个法
郎。他在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学习，令
我钦佩。”

浏阳一中的曾国祥说，蔡和森的故
事对他触动很大。蔡和森在法国学习期
间，经常在公园里边查字典边看报纸自
学，直至公园关门，公园的一位管理员被

他的刻苦打动，主动当起了他的法文辅导
教师。“蔡和森这种对学习的追求和渴望、
对祖国的热爱和信念，都很打动我。”

浏阳一中的刘玥芗在观看了《留法
百年》纪录片后，对陈毅的经历印象深
刻。“他家境贫困，凭自身努力获得公费赴
法留学的资格，抱着强国富民的理想，在
艰苦条件下努力学习。他对理想的坚定
信念与爱国热情，让人深受触动。”

随着讨论的深入，发言的学生越来
越多，讨论内容也从具体的人和事，延伸
到学习方法和思想认知方面。浏阳一中
的王紫嫣说，她从勤工俭学的革命先辈身
上学到了三件事：首先是生存，要适应新
环境；其次是学习新思想，增长知识，提升

自身；最后是学习要与国情结合，学以致
用，报效祖国。

对于很多在蒙达尔纪长大的孩子来
说，这段历史比较陌生。本次“云课堂”的
发起人、森林中学中文教师王培文表示，中
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段极为重要的人
文遗产，不应被遗忘。幸而如今在法国很
多汉语教师的推动下，这段历史已成为法
国高中中文国际班的必修科目。在今年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中法
学生对此进行学习、研讨很有必要。

为了让两国学生尽快熟悉这段历
史，早在一个月前，身兼中国旅法勤工俭
学蒙达尔纪纪念馆馆长的王培文就带领
学生们在线“云参观”了纪念馆。随后，教

师们分别组织学生观看《留法百年》纪录
片，研读《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关于邓
小平在蒙达尔纪生活和工作的部分。

“云课堂”另一位发起人、浏阳一中法
语教师喻佩瑶告诉记者，从去年11月开
始，浏阳一中和蒙达尔纪森林中学已经先
后举行了六次线上交流活动，追寻赴法红
色足迹是其中一个重要主题。

学生恩佐·鲁奥说，他的父母之前并
不了解这段历史，他在学习后和父母进行
了交流。“他们很受触动，感叹这些年轻的
勤工俭学生和我们生活的城市竟然有如
此密切的联系，中法友谊源远流长。”

（参与记者 肖亚卓 刘芳）
（新华社巴黎5月10日电）

溯百年留法风华
——一堂特殊的“历史课”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2018年5月8日，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不断
升级对伊朗极限施压，再次开启伊核危机的“潘多拉魔盒”。3年后，伊核
协议相关方在维也纳就美伊恢复履约展开谈判。美国《纽约时报》社论
说：“对伊朗极限施压已经失败，重返伊核协议是走出泥潭的第一步。”

美国本想靠“胁迫外交”逼伊朗就范，然而3年来并没有捞到什么好
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久前表示，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想通过
施压使伊朗屈服，伊朗人民坚决反对，让他们没能得逞。

美国不顾新冠疫情、违反道义，加码对伊朗制裁，干扰伊朗抗疫，严重
冲击当地民生，背上了新的“人权债”。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贾韦德·拉赫曼在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伊朗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遭
遇的困难部分来自美国制裁的累积效应，制裁拖累了伊朗的卫生系统和
经济状况。美国制裁被伊方斥为“经济恐怖主义”“医疗恐怖主义”。

除了对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大肆施加制裁，美国还在世界各地
到处威逼利诱、大搞“胁迫外交”。美国的“工具箱”里除了制裁、恐吓，还
有搞“小圈子”围堵等恶毒伎俩。

对中国，美国不遗余力炒作涉疆、涉港等议题，以“人权”“民主”等幌
子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还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非法抓捕中国公
民，无端打压中国企业，试图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阻碍中国长期向好
的发展势头。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美国再次借机鼓吹“中国
威胁”，妄图拉拢盟友大搞集团政治，开历史倒车。

对于所谓“志同道合”的盟友，美国用起“胁迫外交”来也是毫不手软。从“敲边鼓”到露
骨施压，美国逼迫盟友协调立场、服务美方利益的手法多种多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
访问布鲁塞尔时要求停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警告德国说可能对相关公司实施制
裁。美方为保障自身商业利益而恶意打压竞争对手的例子不胜枚举，法国阿尔斯通、瑞典
爱立信和德国西门子等欧洲企业对其霸凌手法都有领教。“德国之声”评论员芭芭拉·韦泽
尔表示，为维持欧美盟友关系，欧洲各国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

美式“胁迫外交”的核心，是美国借助经济、军事等优势地位，逼迫他国服从美方
要求、改变行为模式，目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维持优势地位。

然而，眼下的伊核困局和时代发展大势都表明，美式“胁迫外交”注定要惨淡收场。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趋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得人心，也没有未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外交事务》
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
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希望这样的真知灼见，能叫醒美国某些
政客的春秋大梦，不要再执迷于满世界搞“胁迫外交”。 （新华社德黑兰5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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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新华国际时评

5月9日，罗马尼亚小提琴家亚历山德鲁·托梅斯库（中）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国家
图书馆疫苗接种点现场演奏。从5月7日下午开始，布加勒斯特举行连续3天不间断
的“接种马拉松”活动，民众无需预约就可前往接种新冠疫苗。活动期间，当地艺术家
现场演奏音乐，为参加此次活动的医务工作人员和接种者助兴。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疫苗接种 音乐助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