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德格吉日呼 卫宁 版式策划：王冠磊 2021 年 7 月 7 日 星期三 7国际新闻国际新闻··广告广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拟将拥有的对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海隆酒业有限公司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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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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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权及其处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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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先生
电话：0471—6613290 0471—518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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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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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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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伊金霍洛旗禄凯歌环保有限公司的债权抵押物已被原贷款行以物抵债，表中抵押物不在本次债权转让的范围内。

序号

1

2

3

债务人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海隆酒业有限公司

乌审旗顺世亨混凝
土有限责任公司

伊金霍洛旗禄凯歌
环保有限公司

本金

5,999,998.78

23,800,000.00

4,088,663.76

33,888,662.54

利息、罚息等

5,133,673.66

9,522,596.72

3,833,205.25

18,489,475.63

债权合计

11,133,672.44

33,322,596.72

7,921,869.01

52,378,138.17

抵押措施
1. 韩长海拥有的位于乌审旗无定河镇的房产 2885.00 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 6270.97 平
方米；2. 张兰英拥有的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五区地税局对面的房产 360.00 平方米及土
地使用权 220.00 平方米；3. 伊金霍洛旗宝恒油城拥有的位于伊金霍洛旗塔河村的房产
401.06 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 4992.00 平方米。
乌审旗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五区赛罕路南，苏里
格街东侧勇泰国际酒店附属楼的 2 处商业房产，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 2,875.22 平方
米、2,969.44 平方米。
抵押物：高磊、王妤红拥有的位于康巴什新区团结路巨力广场 1 号楼 8 处房产，面积分
别为：52.54 平方米，165.92 平方米，654.59 平方米，52.54 平方米，50.57 平方米，163.09
平方米，56.15 平方米，54.51 平方米。

保证措施

保证人：刘中智、韩长海。

保证人：呼勇、张琴、罗外兴、鄂尔多斯市勇泰热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乌审旗勇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鄂尔多斯市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运生、杨小红。

资产所在地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合计

注：本表仅列示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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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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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翔签
署编号为内蒙古 Y0518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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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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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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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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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1—5180556
受让方：高翔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三马路广厦

宾馆西吉祥铝塑板经销处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8004770048

2021 年 7 月 7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高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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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31 日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乌审旗金海
马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

13,789,999.95

利息及罚息等余额

1,483,243.74

担保措施
抵押：乌审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的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三区锡尼路北、文化宫西
侧创业商业楼 A 座 6,664.29 平方米房产，位于乌
审旗嘎鲁图镇锡尼路北侧、文化宫西侧 1,752.7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卜崇豇、付小莉、乌审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地区

鄂尔多斯市

本报 7 月 6 日讯 7 月 1 日，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
组织全员收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现场直播。会后，各支部立即召开党
员大会，进行了集体学习讨论。

通过学习，同志们深刻认识到：一百年风雨兼程，铸
就了繁荣富强的丰功伟业；几代人艰苦奋斗，敲响了民族
复兴的嘹亮钟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完成了
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改天换地的立国大业、翻天覆地的
富国大业，并正在开创惊天动地的强国大业。无数革命
先辈满怀信念、知重负重，为我们创造了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生逢盛世，同志们都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百年
党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通过学习，同志们表示：立志千秋伟业，百年恰风华

正茂。在新的百年起点上，路在脚下，梦在前方。作为新
时代的追梦人，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分行的全
体同志将深入践行“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增强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充分发挥
政策性金融的职能，服务国家战略、服务自治区建设、服
务实体经济、服务全行业务发展，为把祖国北疆风景线打
造得更加亮丽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金龙）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组织全员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上接第6版
代表活动经费，实行统一管理，专款

专用。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工作机构负责本级代表活动经
费的管理和使用。

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活动
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由主席或者副主席
决定。

第三十七条 少数民族代表执行
代表职务时，有关部门应当在语言文字、
生活习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服务和保
障。

第三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采取多种
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
系，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活动的参与。

第三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
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第四十条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
代表参加履职学习，协助代表熟悉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和
其他专业知识。

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
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
的代表履职学习。

代表履职学习所需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第四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
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
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
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许可。

对同时担任两级以上的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应当分别书面报
告有关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
员会，并按照其中最高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的批复执行。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
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
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
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
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
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做
出决定。

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
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
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
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苏木乡级人民代表
大会。

第四十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被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法律
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时，应当主
动表明代表身份，出示代表证，并有权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
会或者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申
诉。

第四十三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必
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
职务。对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有关机关、单位应当
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
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
处分，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
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责
令改正，或者依法给予处分；国家工作人
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负责代表
工作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应当建立健
全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
通过走访代表、接待代表来访、召开代表
座谈会、设立主任接待日或者代表信箱
等方式，加强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联系。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代表应当以多种方

式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
职情况，通过与选民见面等多种方式经
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
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或者代表
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后，代表应当向原选区选民或

者原选举单位及时宣传会议精神，并带
头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
决议、决定。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或者
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
少应当回原选举单位参加一次代表活
动。

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
期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原选区
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第四十六条 代表应当正确处理
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
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
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
人利益。

第四十七条 选民或者选举单位
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被提出
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会议
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第四十八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一）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
查、起诉、审判的；

（二）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
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
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内消失
后，恢复其执行代表职务，但代表资格终
止者除外。

第四十九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

（二）辞职被接受的；
（三）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的；
（四）被罢免的；
（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七）丧失行为能力的。
第五十条 旗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予以公告。

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
以公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

月1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新华社记者 陈进 林惠芬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主席、前总
统沃罗宁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专
访时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不仅向全人类展现了社会主义的
力量，还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越性。

今年5月刚过完80周岁生日的沃罗
宁曾于2001年至2009年担任摩尔多瓦
总统，曾多次访华。他说，尽管距最后一
次访华已有近10年，但他一直密切关注
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沃罗宁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遵
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福祉
作为首要关切，将国家建设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面向未来的惊
人飞跃。“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引领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沃罗宁指出，7 月 1 日，中国共产
党庆祝百年华诞，这对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民、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乃至全
世界人民而言都是一个光荣的日子。

沃罗宁指出，中国精准、系统地推
动减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
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他看来，中国全力抗击新冠疫
情的斗争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正是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的根本原
因”。中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将疫情
对人民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并很快
复工复产，中国的高效抗疫彰显了中
国人民对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

沃罗宁说，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抗
疫合作，向缺少防疫物资的国家和人
民伸出援手，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
设备、药物、检测试剂等。中国在履

行国际人道主义使命的过程中，彰显
了一个成功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品
质——开放包容、与世界风雨同舟。

沃罗宁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中国向全人类展现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中国提出的全
球性倡议能够为世界发展开辟新道
路。他深信：“未来中共将在维护世界
和平，推动全人类发展与繁荣的事业
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沃罗宁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
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关
系，我们对此感到无比自豪并十分珍
视。中国的经验对摩尔多瓦共产党人
党弥足珍贵。”

“祝愿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
民顺利完成所有奋斗目标。”他说。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7 月 5 日电）

在中共坚强领导下
中国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

——访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主席、前总统沃罗宁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晚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
理默克尔举行视频峰会。多国专家学
者表示，峰会取得重要成果，中欧合作
具有很大潜力，希望中欧一道加大对非
洲的支持和帮助。

瑞士经济学家菲利普·莫尼耶认
为，中法德三国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必然会产生切实的积极影响。他说，欧
盟和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仍有很大
潜力可挖，加强互信无疑是推动双方合
作向前发展的关键之一。

英国杜伦大学金融学首席教授、中
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郭杰认为，欧中
合作可为各方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有利
于共同应对全球不稳定因素，极大助力
世界经济复苏。中方表示愿同欧方一
道，确保气候变化相关会议取得积极成
果，体现出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的决心和大国责任感，这为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注入强大正能量。
芬兰阿尔托大学商学院教授卡尔·

费表示，此次峰会显示出中法德领导人
推进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欧盟与中
国之间增进合作潜力很大，双方在很多
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授
汉弗莱·莫希说，中法德领导人举行视
频峰会，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通过中非
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携手非洲
应对发展面临的挑战，并在新冠疫情肆
虐之时向非洲国家伸出援手，希望欧洲
国家积极支持上述倡议和行动。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峰会取得重要成果，有助于推
动建立更加团结和包容的“后疫情世
界”。中国在帮助非洲应对疫情方面发
挥了示范作用，已经并正在向 40 多个
非洲国家及非盟委员会提供疫苗，积极
支持非洲提升疫苗本地化生产能力。

多边主义是应对流行病、气候变化、恐
怖主义等人类共同挑战的最可行途径。

赞比亚历史学家尤斯顿·奇普塔
说，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
会上表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相互尊重、精诚合作，而不是猜忌对
立、零和博弈。这一讲话十分及时和必
要。在国际舞台上，只有相互尊重、相互
理解，才能避免对抗。在抗击疫情过程
中，非洲国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

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蓬迪
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视频峰会上再次表
明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新冠疫情暴发
后，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防疫物资和
疫苗，践行了中国视非洲为发展伙伴的
承诺。中欧加强在非洲的合作，将对挖
掘非洲大陆发展潜力起到极大促进作
用。

（参与记者 王慧慧 陈俊侠 李
骥志 王小鹏 白林 乔本孝 高竹
李斯博 张改萍 赵宇鹏）

多国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