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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在内蒙古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证监局联合举办的“内蒙
古自治区金融支持企业上市行动启
动仪式”上，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发布了《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支持企业上市行动方案》。

签约现场，交通银行与内蒙古
欧晶科技签订《综合金融服务合作

协议》，与内蒙古大中矿业签订《服
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协议》。

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成
立15年来，为自治区拟上市及已上
市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目前已为欧晶科技、双欣环保材料、
金海新能源等拟上市企业批复授信
30亿元。未来将在授信审批、信贷
规模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为企业
上市保驾护航。

交通银行将继续发挥国有银行
“全牌照”优势，主动融入自治区发展
战略，统筹集团子公司和境外分支机
构为自治区拟上市企业提供咨询辅
导、项目融资策划、银团贷款安排、收
购兼并顾问等金融服务，“十四五”期
间计划为拟上市企业提供不低于
100亿元的金融支持，为推动自治区
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助力上
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启动金融支持企业上市行动计划

6月3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黄河南岸灌区再生
水水权转让签约仪式在内蒙古水权收储转让中心有限公司
举行，本次交易再生水890万立方米。这是继2019年 12
月，杭锦旗沿黄灌区排干水首次交易300万立方米后进行
的第二次交易，标志着杭锦旗沿黄灌区排干再生水水权指
标交易从试点步入正式轨道。

杭锦旗位于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
布不均，用水结构不合理，用水效率偏低，是全旗水资源开发
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杭锦旗黄河南岸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56.29万亩，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引黄灌区，涉及4个镇5.3万
群众。近年来，依托水权转换节水改造工程，灌区节水得到全
面配套。但灌区排水不畅，特别是田间排水工程不配备，造成
土壤次生盐渍化，全灌区形成盐碱地39.22万亩，其中约8万
亩弃耕，严重制约灌区经济发展。同时，灌区排干水由于排干
矿化度高，排入黄河后会对黄河水质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为进一步优化配置全旗水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解
决鄂尔多斯市黄河南岸灌区排干水污染黄河以及当地工业
项目用水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杭锦旗本着坚持优先
配置中水、再生水、非常规水的原则，2019年以来，通过积
极探索，多方考察，制定出台了《杭锦旗优化配置水资源指
导意见》《杭锦旗沿黄灌区水权交易实施细则》，由当地工业
园区用水企业投资，将杭锦旗沿黄灌区排出的不合格水通
过处理后进行再生利用，将处理生产的水转让给当地工业
园区用水企业。

2019年12月30日，杭锦旗委托内蒙古水权收储中心有
限公司水权交易平台进行市场化运作，配置给鄂尔多斯市杭

锦旗新杭能源有限公司再生水指标300万立方米，以解决工
业企业水资源需求问题，并以此交易作为试点，先期启动。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杭锦旗排干水权交易既解决
了不合格的灌区排干水污染黄河的问题，也推动了健全市
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同时，从排干水交易收益中提取一部
分资金，用于排干日常运行及维修养护，从根本上解决排干
运行维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实现以水养水。此次杭锦旗黄
河南岸灌区排干再生水水权交易，将杭锦旗黄河南岸灌区
不合格的排干水，通过库布齐水务有限公司收集处理进行
再生利用，转让给工业用水企业新杭能源有限公司和亿鼎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次通过自治区水权交易平台，
再次为杭锦旗工业企业转让890万立方米排干再生水，将
为自治区排干再生水开发利用提供经验借鉴，同时是完善
区域交易平台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资源全面
节约和循环利用的重大举措。

为精准测算杭锦旗排干水量，杭锦旗分别委托水利部牧
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和黄委会科学研究院通过模型试验，就排
干水量及补给来源进行科学研究，根据两家科研单位的测算
结果，杭锦旗沿黄灌区的排干水可利用量均在4500万立方
米以上。通过积极争取，目前，排干水作为水指标的事情已
经得到黄委会的认可，已报自治区水利厅批复。

2020年，杭锦旗争取国家专项债劵资金8000万元，将
173公里主排干沟进行了彻底疏通整治，根据现有泵站运
行记录，2021年前5个月的排水量就达到4000万立方米，
排干水的利用空间很大，这必将为杭锦旗的经济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 （李建国）

杭锦旗再次水权交易黄河南岸灌区排干再生水890万立方米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拟对拥有的鄂尔多斯市峻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单户企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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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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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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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权及其处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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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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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

融大厦1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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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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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峻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8,649,771.90

利息（利息、罚息）

6,226,777.50

抵押措施
自然人杨万保以其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南山片
区南外环线南侧万通D区便民市场1号楼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建筑面积5,532.15平方米。

保证措施

自然人高明胜、高浩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资产所在地

鄂尔多斯市

债权合计

14,876,5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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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发布的处置公告中乌拉特前旗东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抵押资产增加
一处：乌拉特前旗榕景湾小区111.17㎡的房屋。其他内容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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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月

更

正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杨汀

日本立宪民主党前副党首、日中友
好议员联盟干事长近藤昭一日前在东京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成立100年
来，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不断发展，关键在于中共能够倾听
人民的声音，解决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这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付
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近藤表
示。

20世纪80年代，近藤对与日本体制
不同的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到北京
留学，那时中国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

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中国的发展
速度会如此之快、持续如此之久。

“1981 年我去中国留学，今年是
2021年，其间中国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取
得迅猛发展，创造出奇迹，这是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中
国的发展经验值得邻国借鉴，事实上中国
也在不断分享自己的经验。”他说。

1996年首次当选日本国会众议员至
今，近藤访华70余次，见证了中国发生的
巨大变化。从政以来，他越来越深刻地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
现的”。

谈到中国减贫事业，近藤告诉记者：
“我去过中国不少地方，听说或亲眼看到
不少当地脱贫的事例。我认为，政治的作
用就是要解决贫富差距，中国共产党直面
并解决贫困问题非常了不起。”

当前，世界面临新冠疫情肆虐、经济
发展不平衡等诸多挑战。近藤认为，在气
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上，开展

国际合作，实现信息、经验、研究成果共享
尤为关键。

2017年，近藤曾受邀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会。他对中国共产党邀请各国政党和政
治组织参加这一盛会表示由衷感佩。

近藤说，习近平主席关于推进各国交
流互鉴、倡导多边主义等主张令人敬佩。

他还表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旨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各
国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

近藤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
诞表示衷心祝贺，同时期待中国共产党继
续为亚洲及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新华社东京6月9日电）

解决难题·倾听民意·带领中国发展
——日本立宪民主党前副党首、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近藤昭一眼中的百年中共

□新华社记者 韩冰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打
着维护“多边主义”的幌子，反复鼓吹
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些
所谓的“规则”究竟是什么规则，他们
主张的“国际秩序”究竟是什么秩序，
维护的“多边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
美方言语间常常闪烁其词，遮遮掩掩。

其实，人们只需将美方的言与行
相对照，美式“规则论”的荒谬不堪便
看得清清楚楚。

其谬之一，推崇霸权至上、美国例
外，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
方唯我独尊、破坏规则的斑斑劣迹不
胜枚举：在全球范围策动“颜色革命”，
长期在拉美、中东进行情报渗透、政权
颠覆，多次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导致
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至今动荡
难平，流离失所者难以计数。

其谬之二，对规则合则捧之，不合
则弃之，公然违背契约精神。一贯标
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但需要维
持霸权私利时，就滥用国家安全等各
种名义，不择手段打压围堵，甚至设置

“美国陷阱”，剥夺企业人士人身自
由。在伊核、应对气候变化、军控等问
题上，多次毁约“退群”，一意孤行。

其谬之三，奉行“双标”，混淆是
非，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美方长期以

“人权灯塔”自诩，但美国人民实则远
未“免于歧视和恐惧”，种族歧视痼疾
难除，数十万美国人在新冠疫情中病
亡，生命权和健康权遭到严重侵害；对
外，美方以“人权”为幌子，粗暴干涉他
国内政，包庇罪犯，为极端组织“洗

白”，翻云覆雨，煽动暴力。
其谬之四，大搞“有选择的多边主

义”，将多边主义圈子化、意识形态
化。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印太
战略，胁迫绑架盟友，炒作制造“战略
敌人”，不遗余力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
利益同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
安全隐患。

其谬之五，撒谎成性、欺骗成瘾，
毫无底线，令人不齿。将“洗衣粉”说
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资助
非政府组织“白头盔”摆拍视频以抹黑
叙利亚政府，使用假照片证明俄罗斯
违反军控条约，捏造假报告抹黑中国
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

由此观之，美式“规则论”的真面
目昭然若揭。其所谓的“规则”不是追
求公平合理的行为规范，而是旨在维
护美方一己私利的工具；其所谓的“国
际秩序”，不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善
意规划，而是利于美国掌控他国命运、
垄断发展优势的霸权；其所谓的“多边
主义”，不是推动全球各方团结合作，
而是唯美方马首是瞻的利益圈子。一
位美国学者日前公开指出：“美国应该
诚实地承认，自己就是认可‘强权即公
理’和‘赢者通吃’。”

认清美式“规则论”的荒谬，有利于
更加看清世界通往未来的正确道路。国
际秩序应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
础，以联合国为核心。国际社会应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世界的前途命运应由各国
共同掌握。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撕掉美式“规则论”的画皮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日前
表示，俄主权财富基金国家福利基金将
清除美元资产，增加欧元、人民币和黄
金持仓占比。俄分析人士认为，俄国家
福利基金增持人民币资产的决定眼光
长远，既反映了俄中日益紧密的经贸关
系，也表明俄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西卢安诺夫日前在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上谈到俄国家福利基金的新
结构时说：“美元资产为零，欧元40%，
人民币30%，黄金20%，英镑和日元各
5%。”目前，美元和欧元在俄国家福利

基金中所占份额各为 35%，人民币为
15%，英镑为10%，日元为5%。据俄媒
体报道，上述结构调整预计将在一个月
内完成。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
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
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俄国家福利基金增加人
民币资产份额，首先反映了俄罗斯与中
国愈加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

俄中双边贸易额已连年超过1000
亿美元，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也保
持了这一水平。据中方统计，今年1至4
月中俄双边贸易额为402.1亿美元，首次
在前4个月即突破400亿美元。预计

2021年中俄贸易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全年贸易规模有望再创新高。

中国连续多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
伙伴国地位，人民币在俄经济活动中的
使用正逐步增加。俄央行和海关统计
数据显示，人民币已成为俄中贸易主要
结算货币之一，目前使用率超过17%。

由于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人民币
国际地位，近年来俄逐步增持人民币资
产。俄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琳娜日前
表示，俄从2018年就开始加大对人民
币资产的投资。俄央行数据显示，2020
年人民币在俄外汇储备中占比上升至
12.8%。

俄罗斯媒体报道，2020年，中国成

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表
现出强大韧性，全球经济力量中心正加
快向东方转移。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以
人民币为代表的亚洲货币比西方货币
更具前景。

人民币的吸引力还体现在其可以
满足投资者追求稳定、长期收益的需
求。利索沃利克认为，人民币汇率的稳
定性让投资人民币资产更有现实意义。

他预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人民币将成为最有前途的储备货币之
一，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主权财富基
金等将增持人民币。

（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9日电）

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增持人民币资产眼光长远

新华社柏林 6月 9日电 （记者
张远）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主办
方9日发布年度安全报告说，美国战略
重心正在转移至亚太地区，欧洲应调
整对美以往的战略依赖和安全依赖。

这份题为《动态关系——竞争与
合作》的报告说，拜登政府上台后重申
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视，但美国
战略重心现已转移至亚太地区。由于
美国已从欧洲逐渐抽身，从“欧洲的力
量”转变为“离岸平衡手”，跨大西洋关
系需要重新寻找契合点。

报告认为，欧洲未来需要时间构建
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必须更好应对北

非、中东以及东欧等自身周边安全议题。
报告还说，眼下全球在抗击新冠

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军备控制等议题
上需要多边合作。西方国家与中国、
俄罗斯等国在“竞争中不能摒弃合作，
合作中不能摒弃竞争”。

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
在报告发布会上说，欧洲面临新形势，
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时代已过
去，欧洲需要重新思考自身战略角色。

慕安会素有“防务领域达沃斯”之
称。今年2月，受新冠疫情影响慕安会举
行线上特别会议，主办方称将视疫情情况
决定是否于今年下半年举办线下会议。

慕安会报告说欧洲应调整对美战略依赖

这是 6 月 8 日在德国
首都柏林拍摄的华为旗舰
店一角。中国华为公司德
国首家旗舰店 9日在柏林
开业，这是华为在欧洲地
区营业的第五家旗舰店。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德国首家
华为旗舰店
在柏林开业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