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达茂联合旗税
务局税务干部走进第七届全国道德模
范“全国诚实守信模范”阿迪雅老人家，
将税费宣传资料送到了老人手中，并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希望依托老人的榜样
引领示范作用，提升税费和税收红利政
策宣传力度。

阿迪雅老人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三
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守护边疆一辈子”
的诺言，和妻子一起不畏艰辛，义务守

边，将忠诚镌刻在祖国北疆的边防线
上，是当地人心中的“北疆草原卫士”。
受到阿迪雅老人先进事迹的感召，大家
纷纷表示将学习阿迪雅老人三十多年
如一日坚守边疆的高贵品格，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
深扎税务工作一线，用奋斗书写初心使
命，用忠诚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手把手教会老人使用手机客户
端缴纳社保费后，阿迪雅老人激动地说

道：“十分感谢税务部门能够如此关心
驻守北疆的自己，这样暖心的服务让自
己深深地感受到了属于税务的温暖”。

下一步，达茂联合旗税务局将进一
步开展更加丰富的宣传活动，持续利用
税企连心群、纳税人学堂等载体广泛宣
传各项便民办税缴费服务措施，使纳税
人缴费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税务机关
落实“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优化营商环
境的决心与诚意。 (郝添渊 董红全)

国家税务总局达茂联合旗税务局
暖心服务在草原 税务温度传北疆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国家税务总局察右中
旗税务局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充分
发挥政策性优势，围绕以胡萝卜、马铃
薯、燕麦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生产环
节，主动上门服务，解决企业和种植户
的困难，助力察右中旗地区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壮大。

一是加强纳税辅导，做好产业培育
文章。察右中旗税务局积极对接本地
农业企业，主动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纳税辅导服务。通过微信群、i税服务
平台将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推送给企业
财务人员，并通过电话咨询、在线辅导
等方式为企业答疑解惑，帮助企业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策。税务干
部也会主动上门向企业宣传农产品销
售免税、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快递收
派服务免税等优惠政策，不断降低企业
的沟通成本和办税成本。

二是发挥产业优势，增强产业扶贫
造血功能。察右中旗税务局积极推动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农户”的产业
扶贫模式，以产业带动就业，以产业带
动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察右中旗税务
局辖区已有140余户企业、合作社以发
展特色农业为主，有效带动了地方产业
和经济发展。

察右中旗税务局始终立足于地方实
际，将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和高质优效税
费服务落到实处，保证税收优惠准确落
实、不打折扣，为察右中旗地区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贡献税务力量。 （张雅慧）

国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中旗税务局
充分发挥政策优势 助力地方特色农业发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铁十八局集
团北京公司北京工程管理部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开展“画出祝福献给党"主

题党日活动。党员们通过在白色文化
衫上画出国旗、党旗、“100周年”“永远
跟党走”“奋进百年正芳华”等红色元素
图形和字样，把对党的崇高敬意和深切

祝福用画笔表达出来，进一步激发党员
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
想信念。

（苗雨婷）

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北京工程管理部党支部
开展“画出祝福献给党”主题党日活动

今年，为锻造青年税务干部奋斗底
色，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乌海经济开发
区税务局着力做好“三个突出”，激发税
务青年干事创业“核心力”。

突出党建引领，绘制青年理论学习
小组“施工图”。该局高度重视青年干部
理论武装，成立“星火”青年理论学习小
组，由党委委员担任导师，完善学习计
划，并为青年干部讲党（团）课，充分发挥
传帮带作用。明确学习重点，把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任务，开展“四史”专题研讨，帮
助青年干部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
述的理解认识。

突出形式创新，打造青年交流学习
“大平台”。紧密结合青年特点，通过主
题党日、主题团日等，青年导师结合自身
工作和成长经历对青年干部的成长成才
谈体会传经验。同时借助“学习强国”、
青年大学习、微信学习群等学习载体，采
用多种形式调动青年干部学习积极性，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突出实践导向，把理论学习作为推
进工作的“助力器”。高度重视学习成果
转化，指导青年干部把理论学习同推进
税收事业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成立撰
写小组，开展课题研究，撰写税收分析论
文。加强实践锻炼，开展“税务志愿行
建功新时代”志愿服务，走进养老院看望
慰问孤寡老人，送去税务儿女的祝福与
关怀。 (王佳)

“三个突出”激发
税务青年干事创业核心力

“现在办税真是越来越方便
了，以前在电子税务局申报时，不
同税种需要从不同模块进行填报
操作，填好几张表，合并申报以后
都在一张表上，填一张表就可以完
成10个税种的申报，真的是省时
又省力！”内蒙古广纳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的办税人员孔杰在税干上
门辅导时说道。

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是
2021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又一重
要举措，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车船税等10个税种实现了“一张
报表、一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
证”，大幅减轻了纳税人办税负
担。除此之外，合并申报还可以自
动计算税额、提示申报异常、关联
比对数据，纳税人有效避免了漏报

错报，切实提高了办税质效。
据悉，为尽快让纳税人熟悉掌

握合并申报操作流程，国家税务总
局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局在财产
和行为税合并申报推行前有序组
织纳税人进行线上试填和模拟申
报，确保纳税人会申报享便利。及
时通过税企微信群、i税平台、社区
网格员、办税服务厅电子屏等途径
向纳税人推送政策指引和操作流
程，提升纳税人知晓率。同时组织
开展了多轮内部培训辅导，确保税
务干部懂操作能辅导，筛选出申报
数据较多的纳税人提供上门辅导
和专项辅导，进一步打通纳税人问
题咨询反馈渠道，收集纳税人合并
申报时遇到的问题并及时予以解
答，切实做好惠民利企实事。

(乔皓博 王敏)

便民办税出实招
合并申报减负担

“今年，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到 100%的税收优惠
政策一经推出，便给企业进行技术
研发增添了更大的底气！”内蒙古
佳瑞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务部
长金阿妮说。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以农
药、农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工品的
生产、研发及贸易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近年来持续加大新技
术研发投入，目前已申请知识产
权 40余项。2020年该公司销售
收入3.7亿元，研发费用发生额约
1237 万元，减免企业所得税近
140万元；2021 年预计加计扣除
研发费用近1500万元，按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到100%计算，将为企
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220 多万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逐渐扩

大，扣除比例显著提高，申报手续
不断简化，不仅体现了国家扶持
制造业的决心，更是赋予了企业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的信心。”金
阿妮说。

企业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研
发人员夜以继日的钻研，更离不开
税务部门对税收政策的有效落
实。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乌达区税
务局将高效的纳税服务融入企业创
新发展需求，打造工作团队，建立

“一企一策”机制，推行网格化服务，
深入企业了解研发创新项目,解答
涉税疑点难点问题。同时通过“一
对一”个性化辅导、纳税云课堂、网
络直播等形式，全方位宣传税费优
惠政策，确保企业对税费优惠政策
应享尽享，让企业乘着政策的“东
风”不断发展壮大。 （杜冬）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为企业创新发展添动力

“24小时自助办税真是解决了企业
会计的现实问题，我们企业在镇里面，
距离城区的路程比较远，有时工作忙起
来就耽误了办税的时间。现在好了，税
务部门推出了全天候开放的自助办税
设备，我们随时来都可以缴税和领票，
太方便了。”乌海市中科装备有限公司
的陈会计高兴地说。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乌海市关
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部署要求，结合
以“优化执法服务·办好惠民实事”为主
题的“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乌
海市海南区税务局在办税服务厅设立
24小时自助办税区，全天候为纳税人
提供办税服务。

据了解，该局设置的24小时自助办
税区共有7台自助办税终端，包含增值
税专用发票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代开、增值税普通
发票申领、定额发票申领、申报缴税打印
等功能。24小时自助办税区的启用，打
破了工作日与上班时间的局限，实现了
传统办税服务厅的延伸与补充，全天候
的便捷服务，7×24小时的优质体验，真
正为纳税人办税提供了方便。

该局办税服务厅主任辛轶群表示：
“24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可以让纳税人
办税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填补了
下班后甚至节假日期间的办税盲区与
服务空白，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加便捷的
办税渠道与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

（穆晨睿）

自助办税服务
24小时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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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其拥有的6户不良
资产进行批量或单户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拟处置债权情况：均为我公司受让的银行不良债权
资产。截至2021年3月31日，各债务企业尚欠我公司债权
本息金额见附表。资产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乌海市等地。（注：截止交易日的利息一并处置，抵
押担保情况可能存在瑕疵，须竞买者自行调查判断）。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购买人信誉良好，能够按内

蒙古金融资产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且交易资金来源合
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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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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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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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

公告期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债权信息征询。
公告特别通知上述债权资产涉及到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的出资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优先购买权人，我公司拟对
上述债权资产进行处置，请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书面告知我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务必关注
相关处置公告，并按照相关公告时间要求参加竞买。否则，
按相关政策规定，均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资产状况以买受人自行实际调查判断为准，我公司接
受意向投资者咨询了解。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女士 15034948009
王先生 1512472133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闫先生 0471-2576710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铭总部基地6号楼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内蒙古金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5日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资产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名称

鄂托克旗鑫洲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佳音沙棘食品有限公司

包头市嘉德环保高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阿拉善右旗树贵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卓誉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2021.3.31）

178,804,918.78

18,425,129.66

13,934,810.10

38,998,460.36

23,844,064.92

7,787,219.94

利息余额（元）（2021.3.31）

43,349,717.10

22,950,795.41

16,722,214.89

1,707,804.47

44,962,932.11

1,839,049.18

资产分布地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

乌海市

乌海市

乌海市

抵押情况
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南环路南，土地面积149600平方米及

房屋10836.23平方米；位于鄂托克前旗其巴嘎图西街，土地面积
5182.64平方米及房屋6592.05平方米；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土
地面积70031.36平方米；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苏里格街西百眼井
路南，土地面积8346.17平方米及房屋6199.87平方米；位于鄂托
克旗乌兰镇苏里格街西百眼井路南房屋，总建筑面积12340.5平
方米；机器设备及管网。

土地、在建工程。位于鄂尔多斯市塔拉壕镇土地
65760.2平方米及在建工程14761平方米。

无

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8,297.65平方米商业房产；商
标质押。

土地、房产。位于巴彦浩特镇东城区南环路以南东
环路以西，176000平方米土地、巴彦浩特镇2287平方米
商用办公楼和750平方米商铺；盐湖采矿权。

无

担保人名称

鄂托克旗鑫洲供热有限责任公司、鄂托克旗隆翔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鄂托克前旗鑫洲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谢巨荣、罗
瑞霞、刘德虎、王彩霞、王飞、赵海先

鄂尔多斯市佳音沙棘食品有限公司、郭丽英、陈羿达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高燕燕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泰合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撖建平、孙红、撖星宇、纪欣超

阿拉善右旗树贵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娜仁花、阿拉腾础
鲁、内蒙古阿勒泰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天宇高岭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日月天隆
农牧林有限公司、秦军、刘哲、秦铭娉

附件：

近日，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
司快速掀起“学党史”的热潮，北京
工程管理部团支部组织开展“党史
学习周讲堂”活动，在最近的一期
活动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
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

动——南昌起义。此次活动让广
大团员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深层次地
推进青年接续革命先辈的红色基
因，深入了解了党的光辉历史、感
悟党的初心使命。 （苗雨婷）

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北京工程管理部
团支部开展“党史学习周讲堂”活动

近日，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
工程有限公司门头沟项目部在中
地块现场开展防洪防汛应急救援
演练，安质部、工程部、机电部、物
资部等部门人员参加演练。演练
中各抢险小组按照指令迅速组织
到位，进入防洪防汛紧急备战状

态开展抢险救援，各小组密切配
合，现场务工人员也积极参与，顺
利完成演练。通过此次演练，进
一步提高广大职工应急抢险的实
战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
驾护航。

（蒋银群）

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门头沟项目部开展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

7月 14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宣

传教育中心承办的“2021年自然教育传播者培训班”在

呼和浩特开班。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张慧宇参加开班仪式并讲话。生态环境部宣传

教育中心教育室主任祝真旭到会并致辞。

来自全国各省、市生态环境系统、教育系统、环保

社会组织、有关行业企业代表110余人参加了培训。培

训班邀请专家学者就《生态研学活动方案设计》《自然

学校运营与自然教育活动案例》《生物多样性教育策

略》和《青年生物多样性主题活动策划及实施案例》作

了主题讲授。培训班围绕大家关注的自然教育话题设

计课程，通过理论和实践案例的结合，将最前沿的信息

及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分享交流，拓展自然教育基本技

能和工作思路，增强抓好自然教育的主动性，促进自然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培训班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对自然学校能力建

设项目第五批自然学校试点单位的6所代表机构进行

了授牌，并组织学员进行了自然学校工作交流。代表

团还实地考察敕勒林海自然学校、蒙草·草博园和内蒙

古自然博物馆等自然教育机构自然教育活动实践开展

情况。 （杨爱群 李俊伟）

激发自然教育活力 广泛凝聚多元力量
2021年自然教育传播者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