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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抵押物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相关合同、法院裁判文书以及抵押物他项权利证
书等文件及材料为准。

2017年12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内蒙古分行”）与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签署编号为内蒙 2017 年 ST-
BAW007号《债权转让协议》，共将51户不良资产转让给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并于2018年 1月 9日发布资产转让
联合公告。经华融内蒙古分公司调查核实，其中巴彦淖
尔市腾跃商贸有限公司、内蒙古技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详见下列公告清单）人民法院已经裁定以物抵债，现予
以补充联合公告。

转让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二环路10号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40334

受让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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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新华大街54号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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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通知补充联合公告

单位:元

序号

1

2

企业名称

巴彦淖尔市腾跃
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技强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

0

0

0

本金

0

0

0

利息

0

0

0

垫付费用

0

0

0

抵债金额

37,131,271

5,087,817

担保措施

实物资产：（1）位于临河区团结办胜利路西侧103、201、301、401号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169.54平方米、582.65平方米、582.65平方米、
582.65平方米。（2）位于临河区团结办新华街北侧201、301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348.09平方米、348.09平方米。（3）位于临河区团结办第十
一街坊土地，面积：737.9平方米、161.3平方米、161.3平方米、46.93平方米、127.2平方米、127.2平方米。（4）位于临河区北环办临狼路北1.5公
里处房产，建筑面积2180.92平方米。（5）位于临河区城关镇治安五社土地，面积1121.3平方米。
实物资产：（1）房产位于磴口县巴镇贺兰管区，为整体四层商业用房，砖混结构，面积1577.9平方米。（2）土地位于磴口县巴镇贺兰管区，土地使
用权，用途：商业，性质为出让，土地面积为508.81平方米。

备注

以物抵债

其中

以物抵债剩余债权合计

8月9日至11日，国网蒙东物资公司举办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读书班，进一步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同志及党员代表参加了活动。

该公司总经理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逻辑方面谈了学习体会，强调在

“双碳”的背景下，要坚持从伟大思想中找方向、明思路、
定举措，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精神营养和强大动力，以赶
考的使命担当，奋力推进物资管理各项工作，支撑推动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服务构建畅通绿
色电力双循环。

该公司党委书记讲述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他说，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我们要在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

功夫，在学用结合、担当作为、服务群众中下功夫，在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他对该公司全体党员干部提出
三点要求：一要坚定政治信仰，对党忠诚，履职尽责，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一支“信
念坚定、忠诚担当、履职尽责、干事干净”的物资队伍。三
要深化“三亮三比三无”，大力实施“党建+”工程，增强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该公司员工围绕“时代新人”谈了推进智慧供应链建
设的3年经历中的艰辛和努力，以及面临的系统完善和数
据挖掘应用新难题，但对于供应商实现“一次不用跑”的显
著惠企成效，他觉得这是新一代青年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
担当。

该公司财务专责领学“初心使命”篇章时说，在各专业
通力协作下，现在全面实施物资款结算单据电子化单轨
制，有效缩短了付款周期，作为党员他觉得做了一件“为民
服务”的实在事。 （吴威）

国网蒙东物资公司
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读书班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周圆

立秋以来，多地高温不减。面对
炎热的天气，有一群劳动者扎根一线，
默默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他们用每
一滴闪亮的汗水，记录人生奋斗时刻。

作为中铁一局北京地铁 12号线
02标项目负责人，清晨7点，冯利华就
在项目现场召开早会，安排当天施工
生产方案，叮嘱安全注意事项。这一
天，不管是相对凉爽的清晨，还是头顶
骄阳的下午，哪里工序有难点，哪里就
会出现他的身影。

别看他负责的区段只有不到3公
里长，却下穿北京繁华地带，对安全
的要求极高。“长春桥—苏州桥—人
民大学站区间共有 22处特级和一级
风险源，我们需要从管理体系、技术
措施和应急救援等方面做好全面保
障，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冯利华
说。

其中，隧道就有 2.4公里长，采用
直径 6.56米、重达 300吨的盾构机掘
进。在这个“庞然大物”下穿地铁10号
线和16号线时，冯利华带领技术骨干

驻扎一线，通过优化盾构机刀盘配置
和穿越参数，确保盾构机顺利安全通
过既有线。在隧道左线最后贯通的关
键节点，他连续36小时盯控在施工现
场。最终，盾构机以仅仅15毫米的误
差贯通精度穿过接收钢环，隧道左线
顺利贯通。

工作之余，冯利华喜欢学习和总
结。自201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已经
写下了10多万字的施工笔记，还牵头
成立了“宏远创新工作室”，申报国家
专利26项。

“作为一名青年员工，就是要有一
股子不断学习创新的‘钻劲’和甩开膀
子干的‘干劲’。”冯利华说。

8月以来，气温居高不下，居民用
电负荷快速增长。为了保障电力运行
安全可靠，电力作业人员穿上厚厚的
绝缘防护服，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在户
外高温中为百姓守护一方清凉。

13日，在 10千伏神星线“带电转
负荷”作业现场，国网保定市满城区供
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紧张的施工
作业。

户外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神星
供电所技术员田康身着密不透风的绝

缘服，在毫无遮挡的设备旁进行检修，
排查线路有无破损、放电现象，对线路
接点进行一一测温。在这样的高温条
件下施工作业，犹如穿着棉衣洗桑
拿。一次作业下来，田康全身都是湿
的，像水洗过一样。

“你用电，我用心”。为了保障千
家万户的用电安全，千里之外，国网龙
口市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技术员李
建平和同事们也在110千伏高变电站
对供电设备展开检修，一一查找安全
隐患。

变电站空间不大，烈日炙烤下更
是热浪翻腾，李建平脸上布满豆大的
汗珠，不停地沿着脸颊滴落。对断路
器检查、清扫、调整和涂油，更换或整
修磨损到限的零部件…□…一番检修
下来，李建平身上的工作服早已湿透
黏在身上。

按照计划，在天气最炎热的7、8月
份，他们要检修31个变电所，这样的高
温天气作业是工作的常态。“确保设备
状态良好，安全供电没有问题，这是我
们应尽的职责。”李建平说。

立秋过后，江淮地区“秋老虎”不
走，天气闷热难耐。高温之下，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合肥机务段却是一
片繁忙的景象。

铁锤敲击的叮当声和大片的焊花
交织相映，汇聚成一首欢快的生产“交
响曲”。全身汗透的车间质检员姚治
国从车上下来，抬手抹把脸上的汗珠，
留下几道浅淡不匀的黑痕，晒黑的脸
瞬间又变成了“花猫”脸，为了抢修机
车，这些他全然不顾。

合肥机务段是客货列车牵引动力
基地之一，每天有330余台运用机车上
线，机车型号多，生产任务重。

进入8月，针对高温天气故障机车
增多的情况，机务段组织抢修突击队，
不分昼夜，随时处理来自运输一线的
临修机车。

地面检修工人进入机车动力室，
轰鸣声伴着浓重的柴油气味扑鼻而
来，如同钻进铁皮烤箱，动力室温度接
近60摄氏度，甚至握着门把手都有灼
烫感。汗珠从工人发尖、额头流下，滴
落在金属地板上。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越
是天气炎热，我们越要精心检修，让机
车安全放心上线。”姚治国说。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他们，用汗水记录奋斗时刻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记者

郭丹）日本首相菅义伟15日委托秘书
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
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
（祭祀费）。

当天是日本战败投降 76 周年。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文部科学大臣
萩生田光一、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世
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前总务大臣高
市早苗到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
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
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
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也导致日本与中
韩等亚洲国家关系紧张。

13 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参
拜靖国神社，中国国防部当日对此
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日
方提出严正交涉。韩国外交部也在
13日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
公使，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
神社。

日本首相菅义伟
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新华社记者 沈红辉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
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了

“玉串料”（祭祀费），前首相安倍晋三、
几个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当天或
几天前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一众日
本政要再次献祭拜鬼，企图美化侵略
战争，乃是倒行逆施，令人不齿。

全世界都知道，靖国神社是日本
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
具和象征，供奉有 14 个对那场侵略战
争负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是日本
右翼势力的“精神圣地”。菅义伟等日
本政要所作所为，再次反映出日方对
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
际秩序的险恶用心。不参拜，但供奉
香火钱，菅义伟不过是耍“小聪明”，企
图缓解外界舆论的压力。

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
府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
历史，能否尊重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
情，能否恪守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表态
和承诺。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
题上的恶劣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
渎，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

感情的严重伤害。人们注意到，菅义
伟在战败日纪念活动上致辞时，只字
不提侵略战争的“教训”、对邻国的加
害责任，缺乏对历史最基本的反省。

菅义伟等日本政要肆意拜鬼，也
折射出日方近来对华政策的倒退。一
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不顾中日关系
大局，与美国勾肩搭背，打着所谓“价
值观外交”“印太战略”的幌子，拉帮结
派，给华盛顿“围堵中国”战略“敲边
鼓”“打下手”。今年以来，日本还多次
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挑衅
中日关系底线。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近年来的外
交军事政策也越发咄咄逼人。基于对
军国主义的反省，日本战后形成了“专
守防卫”等一系列和平主义原则。但
近年来，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连年增
开军费，再到整饬攻击性军备，日本不
断架空、突破这些原则。

历史不容忘记，侵略罪行不容掩
盖。包括中、韩等邻国在内的国际社
会希望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反省侵略历
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
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
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又拜鬼了，极其恶劣！

新华社哈尔滨8月15日电 （记
者 邹大鹏 王建 何山）15日，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 731部
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接受美国
德特里克堡基地调查官问讯后，向美
军提供的17页笔供。这份笔供系首次
公布，北野政次从731部队的5个方面
进行了系统的供述，并承认研究使用
细菌武器，进行了人体实验。

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1945年8月日本
投降后，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关押在
战俘营。在盟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门的
协调下，1946年1月9日，北野政次被
引渡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北野政次接
受了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
菌战人员的问讯，之后向美军提交了一
份731部队细菌战及人体实验的笔供。

“美国之所以要引渡北野政次，是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高层，掌握着
731部队的核心机密，决不能流落到别
的地方。”金成民说，目的是为了独家
攫取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方面
的数据资料。

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供的笔供原始
档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从731部队
的创始人石井四郎、任务、编制、研究
成果、细菌武器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
供述。北野政次供述“石井中将对关
东军勤务令未要求的内容也做了研
究。组织其中部分人员秘密进行了细
菌武器的研究。最初是从传染病预防
角度进行的研究，后来开始进行了违
背国际人道主义等的细菌武器研究，
成为一支秘密部队”。

“北野政次在供述中，一开始把
731部队的罪行说成是石井四郎个人
的行为，而不是日本的国家行为，极力
逃脱、掩盖自己的责任，后来随着问讯

的明朗，发现德特里克堡基地的调查
官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获取
细菌战等数据资料，才开始交代的比
较多。”金成民说，目前发现的在日本
战时医学医药杂志当中发表的论文，
北野政次达到59篇，至少2篇用活人
做实验，有的医学论文中使用“猴”等
词语隐瞒人体实验。

专家表示，这份笔供不仅揭示侵
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还
充分体现美国为获取731部队细菌战
等数据资料的双重标准。

1942年 8月 3日至1945年 3月 1
日，北野政次任 731部队第二任部队
长，这正是731部队开展细菌战研究设
备最先进、实施人体实验规模最庞大
的时期。北野政次不仅主导731部队
实施了人体实验，还完成了大规模细
菌战研发工作，加速了细菌武器的大
批量生产。

侵华日军731部队头目向美军提供的笔供公开

这是已经竣工的遵余高速湘
江大桥。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
桥梁看贵州。作为中国唯一没有
平原的省份，贵州在喀斯特高原
上架起 2 万余座桥梁，创造了数
十个“世界第一”。这些桥梁，不
仅是出山路、产业路、旅游路，更
是人们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致
富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万桥
飞架在贵州高高的山岗上，天堑
变通途。奇迹的背后，是中国人
民奋斗精神的写照。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天空之眼
瞰贵州桥梁

新华社华盛顿8月15日电 美国
总统拜登1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已
批准部署约5000名美军至阿富汗，以
确保美国和盟国人员以及此前协助美
军的阿富汗人员安全撤离。

他说，美方已告知阿富汗塔利班，

任何将美方人员和任务置于危险的行
动都将招致“迅速而有力的军事回
应”。拜登还重申了从阿富汗脱身的
决心。他说，如果阿政府军无法守住
自己的国家，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也
没有意义。

美国总统拜登批准部署
约5000名美军至阿富汗以支持人员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