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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昊 朱炜

“中国是快速发展与公平分配并
重、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充满生
机，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
大，”马来西亚彭亨州州议员、人民公
正党全国总财政李健聪日前在接受新
华社专访时说，“这种发展模式将为世
界作出更多贡献。”

李健聪认为，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到更可持续的发展，再到迅速有效
控制新冠疫情，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不断与时俱进，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

李健聪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始于 6
年前的浙江义乌之行。这次考察让他
了解到，义乌如何从改革开放前的一
个小镇成长为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
都”。“义乌是一座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做生意，”他说，

“义乌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民的

勤劳，证明了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加入
全球竞争，借此实现经济发展。”

此后，李健聪先后去过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以及广西、云南的一些地
区。去年，李健聪受邀到北京大学接
受为期 3 个月的培训，其间还去武汉并
参观了雷神山医院，亲眼看到了新冠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中国。“当我 10
月到武汉的时候，街上人来人往，商业
区也全部开放营业，非常让人惊叹。”

这些访华经历让他对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理念有了更多了解。“无论是管
理整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城市，中国
的管理模式都非常健康有力。”

在李健聪看来，近年来中国越来
越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发
展模式中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提升民

众生活质量。
在谈到接触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

员和干部时，李健聪说，他们都非常专
业、思想开放，乐于倾听与交流，而不是
将观点强加于对方。“我认为亚洲乃至世
界需要更多这样的伙伴精神与合作。”

作为马中两国合作项目“两国双园”
之一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就位于李健
聪在彭亨州的选区附近。李健聪促成彭
亨州成立马中双园经贸协会，借此推动
两国经贸往来以及企业家之间的交流。

“产业园不断发展，园区的联合钢
铁项目是马来西亚重要的钢铁项目之
一。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投资以及合作
项目在园区落地，实现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共赢。”李健聪说。

（新华社马来西亚关丹 7 月 5 日电）

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访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全国总财政李健聪

□新华社记者 杨威 商婧 赵嫣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世界多
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纷纷致电
致函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为世界和
平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祝愿中国共产党
再创新的百年辉煌。

辉煌成就、正确道路、人民至上、成功
典范、世界贡献，成为贺电贺函中的高频词
汇。

高频词一：成就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
人士盛赞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
国取得的辉煌成就。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表示，中国在经
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取得巨大新成
就，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应对当代全球性
威胁和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
用。衷心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中取得新的成就。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
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几代中国共
产党人光荣事业的延续，代表了社会主义
与本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飞
跃。

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巴斯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在经济和先进科
技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
各方带来了互利共赢。

蒙古国总统、蒙古人民党前主席呼日
勒苏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铸就
了中国辉煌历史，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征程中取得更大成就。

高频词二：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
得的根本成就。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
友好人士表示，中国的巨大发展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
择。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年来，实现了过去数千年来
史无前例的变革和奇迹，充分证明只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正确
选择和保证。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再次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唯一正确的
发展方向。

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主席
孔波雷表示，中国创造伟大奇迹并赢得世
界各国尊敬，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正确性，得益于制定实施切实有效的
经济发展战略，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
以来的坚强领导。

赤道几内亚民主党主席、总统奥比昂
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探索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经济
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取得前所未有
的辉煌成就。

高频词三：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
友好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的执政理念，赢得人民广泛支持和拥
护，为其他国家带来重要启发。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政府总理
伊姆兰·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想。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并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得到中国人民的衷
心拥护。

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在习近平总书
记和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取
得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成就，并为维护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
命。

欧洲左翼党主席比尔鲍姆表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极大增进了人民的福祉，让
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脱贫计划改
善了几亿人的生活。

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阿梅尔表示，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致
力于通过消除绝对贫困等持续增进人民
福祉，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迈向更美好生活，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高频词四：典范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表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
展巨大进步，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成功典范。

联合国前秘书长、韩国创造美好未来
潘基文基金会理事长潘基文表示，中方通
过实施连续、稳定、可持续的宏观政策，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
水平持续提高，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表示，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艰苦卓绝的英
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
堪称建设以公民福祉和社会政治稳定为
基础的现代国家模式的典范。

巴基斯坦人民党联合主席、前总统扎
尔达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在全
球事务中发挥积极重要作用，为世界其他
国家树立了典范。

巴西劳工党主席霍夫曼、国际关系书
记佩雷拉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
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改善人
民生活，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高频词五：贡献
中国共产党不仅使中华民族走向强

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多国政党政府
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不断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作
出重要贡献。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表示，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空前进步和
繁荣，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途和命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首任
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引
领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经济作
出重大贡献方面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巴达姆齐
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世界
共同发展、维护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波黑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波
黑主席团轮值主席多迪克表示，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上下求索，带领中国发展成为繁
荣富强的国家，并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共百年华诞，世界贺电贺函中的高频词

6 月 24 日，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
司开展党委书记讲授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党课，掀起了“党课开讲啦”活动热潮。

该公司党委书记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重点讲授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形成过
程、理论逻辑和历史意义四方面内容。结合自身学习感
悟和生动案例，深入分析讲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回答时代课题、如何通过实践总结
经验进而形成理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
意义。该公司员工纷纷表示，这是一堂凝心聚力、鼓舞干
劲的党课，要持续不断学习，从伟大思想中找方向、明思

路、定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觉悟和思想
境界的营养剂，转化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动力源。

该公司党委书记说，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员工要坚定
理想信念，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切实增强防
范风险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应对挑战能力，真抓实干、攻
坚克难，围绕优化供应链运营体系、保障重点工程物资、
规范招标代理、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取得新成绩，为构建畅
通绿色电力双循环贡献物资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
百年华诞！

（吴威）

国网蒙东物资公司掀起“党课开讲啦”活动热潮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以务实举措深入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切实履行责任担当，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针对外向型企业
对汇率避险产品的迫切需求，组织邀请区内相关企业开
展汇率避险产品宣讲，助力自治区实体经济保值避险。

宣讲会上，分行业务骨干向企业代表详细介绍了汇
率风险影响、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及相关汇率避险产品。
会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企业应积极适应当前汇率双向
波动状态，树立风险中性理念，用好外汇衍生避险产品，

把“保值”而非“增值”作为风险管理核心目标，坚决杜绝
“炒汇”等投机套利行为。

通过此次宣讲，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用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理念，引导企业树
立正确的风险中性观念，帮助企业了解汇率双向波动状态
因宏观经济基本面差异、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而呈常态化
的趋势，运用专业外汇知识帮助企业更好地套期保值，锁
定财务、风险成本，实现预算达成、提升经营可预测性等主
营业务目标，助力自治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李博）

切实履行责任担当 助力企业保值避险

2020 年 11 月 5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与鄂尔多斯市锐
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锐安商贸”）签署编号为内
蒙古 Y05200036-2 号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已将
其对下表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锐安商贸。现中国华融依法
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

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
锐安商贸作为中国华融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

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法向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
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进行
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
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
锐安商贸履行还款义务及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

大厦
联系人：刘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6613290 5180556

受让方：鄂尔多斯市锐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太古国际广场

商业 C 区 11 号附 77 号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5540795555

2021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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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市锐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明细表
以下债权余额截至日：2020 年 7 月 20 日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万信达通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胜州奇石古玩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新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鑫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星光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6,389,969.44

17,614,642.98

7,048,620.94

19,800,000.00

5,999,999.62

利息及罚息等余额

1,259,217.64

3,236,606.19

1,650,570.61

12,614,953.63

4,346,724.64

担保措施
抵押：鄂尔多斯市万信达通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包府路南侧（22 万变电站对面）1623.28 平方米房产及
7641.1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戴学林、杜英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内蒙古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准格尔南路 10 号街坊 1 号、2 号楼 1614.2 平方米商业用
房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史艳玲、祁秀梅、苏铁、郭凯、内蒙古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规三路东纬二路北 7380.04 平方米商业用
房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宋强强、马荣荣、宋广平、王海英、王世文、李凤英、乌审旗物华天宝酒店、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1.鄂尔多斯市鑫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化南路 10 号街坊鑫牛商务大厦 5526.27 平方米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
2.耿毅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东街 36 号街坊 3 号楼 1 单元 402 号 139.33 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耿毅、周红梅、徐晓君、王丽君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李宝成、洪丽共同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路40号街坊蒙欣花园小区11号楼203号978.66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地区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注：本表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的本金余额、利息及罚息等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计算。

新华社新加坡 7 月 5 日电 （记者
蔡蜀亚）新加坡前总理、荣誉国务资政
吴作栋 4 日表示，中国致力于通过发展
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非寻求在
亚洲的霸权或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
位。

吴作栋当天在第九届世界和平论

坛视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的发
展对亚洲和世界都起到积极作用。

他认为，亚洲各国应致力于增强区
域互信与合作，以实现和平与繁荣，而
中国在这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吴作栋还说，各国应通过多边贸易
协定推进区域经济整合。他鼓励中国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认为这将释放中国将以更高标准
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整合的信号，对促
进亚洲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和平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今
年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
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新加坡前总理：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而非寻求霸权
7 月 5 日，人们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排队给氧气罐充氧。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印尼新冠病例近来大幅上

升。 新华社发

印尼：补充氧气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