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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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于2021年5月10日在《内蒙古日报》第8版刊登了关于

内蒙古新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
产）处置公告。现将以下资产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更 正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内蒙古新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不良资产包项目）

内蒙古恒新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维邦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合计
6,458.18
6,685.63
2,608.82
3,912.98
2,605.62
4,037.46
6,434.34
7,728.36
6,523.08
10,807.81
149,489.78
42,556.29
37,459.17
8,527.31
3,916.34
3,381.57
3,626.52
3,905.88

本金
4,830.00
5,000.00
2,000.00
3,000.00
2,000.00
3,100.00
4,944.00
5,950.00
4,960.00
8,938.90
131,799.00
37,569.87
29,990.00
6,600.00
3,000.00
2,600.00
2,800.00
3,000.00

利息（利息、罚息）
1,628.18
1,685.63
608.82
912.98
605.62
937.46
1,490.34
1,778.36
1,563.08
1,868.91
17,690.78
4,986.42
7,469.17
1,927.31
916.34
781.57
826.52
905.88

担保措施

保证及抵押担保

保证及抵押担保

保证及抵押担保

保证及抵质押担保
保证担保
保证及质押担保
保证及质押担保
保证及质押担保
保证及抵质押担保
保证及抵质押担保
保证及抵质押担保
保证及抵质押担保
抵质押担保

资产所在地

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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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基准日：2020年12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拟将拥有的鄂尔多斯市富通商贸有限公司等企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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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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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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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 王先生
电话：0471-6613290 0471-518055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6981004 韩先生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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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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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富通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元）

6,700,000.00

19,500,000.00

26,200,000.00

利息、罚息等

4,110,616.70

13,237,177.42

17,347,794.12

抵押措施
余生文、鄂尔多斯市九盟察罕苏力德生态游牧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
鲁图镇共计2587.21平方米房产及其占用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余涛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4号街坊20号263.59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吕尚明、李常胜、王永智、王白、韩永江、贺二挠、卢玉东、鄂尔多斯市蒙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所
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共计4494.91平方米房产及8172.0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措施

余生文、问翠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吕尚明、邬巧莲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资产所在地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合计

债权合计

10,810,616.70

32,737,177.42

43,547,794.1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拟将拥有的达拉特旗开达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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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先生 刘女士
电话：0471-5180574 0471-696734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6981004 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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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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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基准日：2021年5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达拉特旗开达投
资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达
物流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达羊绒
制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达蒙古
王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金额

246,236,846.18

290,354,308.30

93,988,062.51

122,467,349.60

753,046,566.59

本金

228,422,164.40

179,420,000.00

67,106,153.09

利息（利息、罚息、复利等）

17,814,681.78

110,934,308.30

26,881,909.42

抵质押措施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达拉特旗德胜泰至敖包梁复线二级公路收费权提供质
押担保；达拉特旗东建路桥有限公司拥有的解放滩——柴登二级公路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内
蒙古东达蒙古王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东达城市广场”13,197.65平方米现房提供抵押。
内蒙古东达加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树镇西园路西，新园街南侧，锦园
宾馆1#、2#、3#贵宾楼、锦园宾馆娱乐中心南楼、北楼、F楼宾馆主楼、F楼大宴会厅和厨房、F
楼小宴会厅商业房产合计37,882.86平方米及占国有土地使用权28,378.13平方米。鄂尔多
斯市东达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达旗白泥井镇风水梁东达移民新村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共6块，总面积208,232.7平方米。

无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达拉特旗德胜泰至敖包梁复线二级公路收费权提供质
押担保；达拉特旗东建路桥有限公司拥有的解放滩——柴登二级公路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

保证措施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赵永亮和
赵永明、赵桂英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赵永亮和
赵永明、赵桂英个人、薛晓慧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内蒙古万通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赵永亮和赵永
明、赵桂英个人、薛晓慧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资产分布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上接第4版
额尔敦仓（蒙古族） 东乌珠穆沁

旗萨麦苏木吉仁宝力格嘎查党支部书
记、嘎查委员会主任、党员中心户

格日勒（女，蒙古族） 西乌珠穆沁
旗旗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旗教育
局成员、副局长

张永莉（女） 太仆寺旗旗委组织
部副部长

李淳渊 正镶白旗党校常务副校
长，星耀镇造林湾村驻村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队长

卫文川 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
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党委书记

周晓华（女） 锡林郭勒盟天一家政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高雪芹（女，蒙古族）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泉山街道察哈尔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郭耀华 化德县白音特拉乡党委
委员、宣传委员、政府副乡长

董 裴（蒙古族） 商都县小海子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哈斯毕力格（蒙古族） 察 右 后 旗
白音察干镇党委书记

赵振毅 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
党支部书记、院长

张艳琼（女） 内蒙古亚欧国际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张益锋 中国银保监会派驻察右
后旗白音察干镇大井村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长

刘瑞敏（女）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滨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张永福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兴
胜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苏雅拉达来（蒙古族） 乌 审 旗 苏
力德苏木沙尔利格嘎查党总支书记、嘎
查委员会主任

刘 柳（女） 共青团伊金霍洛旗
委员会党支部组织委员、志工部部长

张瑞霞（女） 鄂尔多斯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马宇驰 伊泰集团党委办公室主
任、行政管理部总经理

苏晓强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
限公司察哈素煤矿机电队党支部书记、
副队长

温顺斌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
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张 椿（女） 五原县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旧城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赵福平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党委副
书记、组统委员、政法委员、人大副主席

王俊玲（女） 乌拉特后旗第二完
全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张继新 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内蒙古旭
一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锦后旗丰源

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崔敬芳（女，蒙古族） 巴彦淖尔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机关党委组织委员、内
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副院长

刘丽华（女） 乌海市海勃湾区滨
河街道党工委书记

都基云（女，蒙古族） 国家能源集
团乌海能源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机关
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周冬瑞（女） 阿拉善高新区乌斯太
镇玛拉沁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 芳（女）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
善生态环境监测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宋志文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工会主席，机
关党委党支部书记

杨文胜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丁 瑞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党总
支书记，党办、工会党支部书记

田 钢（蒙古族） 内蒙古法官进
修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郭家骏（达斡尔族） 满洲里海关
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组织
科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

郑振华 内蒙古师范大学党政办
公室副主任、机关党委党政办党支部副
书记

刘建英（女）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于海龙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
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超轶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组织部二级职员

王泽松（女） 内蒙古威信押运公
司纪委副书记、党务部部长

王 莉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
团有限公司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三、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拟表彰建议对象（105个）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环河街道太平
街社区党委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
四千米社区党总支

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塔布赛村党
总支

清水河县北堡乡老牛坡村党总支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党委
内蒙古金海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党支部
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

支部
包头市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安居社

区党委
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党委
包头市石拐区税务局第二党支部
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百灵社区党委
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党委

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白青尧村党
支部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石宝镇红山
子村党支部

包头市中心血站党总支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系党

总支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化系

党总支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
包头云龙骨科医院党支部
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明德小学

党支部
满洲里市社会组织党建指导服务

中心联合党支部
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丰收村党支部
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党支

部
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苏木岗

嘎图嘎查党支部
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

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呼伦贝尔市税务局

机关党委
内蒙古农村牧区党员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东部区蒙语译制基地党支部
呼伦贝尔市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
呼伦贝尔学院教育学院党总支
阿里河林业局有限公司齐奇岭林

场党支部
国网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拉

尔输电工区党支部
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党支部
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阿拉坦花嘎查

党支部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党支部
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党委
兴安盟委党校党总支
兴安盟吐列毛杜农场党委
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徐家

窑村党支部
通辽市科尔沁区西门街道团结社

区党支部
霍林郭勒市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
科左中旗保康街道达尔罕社区党

支部
科左中旗宝龙山蒙古族中学党支

部
科左后旗安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党支部
开鲁县东风镇党委
奈曼旗大沁他拉街道富康社区党

委
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图布信

嘎查党支部
扎鲁特旗司法局党支部
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街道钓鱼台社

区党总支

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东城街道平
庄村党委

赤峰市松山区铁东街道丰泽园社
区党支部

林西县教育党工委
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党委
翁牛特旗全宁街道河南社区党总

支
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党总支
喀喇沁旗河北街道长安社区党总

支
宁城县大双庙镇二官营子村党支

部
敖汉旗新惠镇康家店村党总支
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机关党委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赤峰宏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
二连浩特市医院党支部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党工委
苏尼特左旗人民法院党支部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党支部
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党委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泉山街道瑞宁

社区党总支
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党支部
兴和县苏木山林场党支部
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村党支部
察右中旗宏盘乡大庙村党支部

乌兰察布市外出人员综合服务中
心党委

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党支部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康新街道悦
和社区党支部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机
关党委

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岱村党
总支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党委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党委
鄂尔多斯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
鄂尔多斯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党

支部
内蒙古兴达阳光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

村党支部
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南开社区党总支
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党委
杭锦后旗双庙镇党委
巴彦淖尔市绿色产业统筹发展办

公室党支部
河套学院农学系教师党支部
乌海市海南区西卓子山街道赛汗

乌素村党总支
乌海市乌达区梁家沟街道永昌佳

苑社区党委

乌海电业局输电管理处党支部
阿拉善左旗边境管理支队乌力吉

边境派出所党支部
阿拉善电业局修试管理处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综合处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办公室

（政府总值班室）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国民经济核

算处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中心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党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机关党委
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工第一

党支部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电业局党委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

尔大杨树支行党支部
内蒙古高路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

呼和浩特东收费所党支部
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市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

司包头车站党委

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建议对象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