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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黄河“几”字弯一路向西，便到
了百湖之乡——磴口县。这片土地绵
延4167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河套平原水土资源极为丰富。

金秋十月，磴口县的旅游业开始逐
渐红火起来。说起旅游圣地，当地居民
都会毫不犹豫地向游客介绍三盛公水
利风景区，特别是横栏巍巍黄河之上的

“万里黄河第一闸”——三盛公水利枢
纽工程。

清晨，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踏入这

梦幻般的水利风景区。细听黄河滚滚
的汹涌波涛，仰望同心锁的艺术构造，
触摸胡杨树的历史年轮。中午，在黄河
风味餐馆美美地饱餐一顿，沿着曲折小
路寻找新奇的世界。前来游玩的人们
感叹道：“祖国北疆不仅有雄浑壮阔的
黄河景象，还有震撼苍凉的大漠风光，
真的是不虚此行”。

国庆黄金周，到三盛公水利风景区
游览的人数受到一定的疫情冲击。国
家税务总局磴口县税务局迅速采取行

动，为三盛公水利风景区提供“一对一”
税收专家帮扶服务、针对性列举企业应
享尽享税收优惠，助力行业稳步前行。

“税务部门提供的这种‘一对一’专
属辅导帮扶服务，真细致、真贴心，让我
们省了很多心，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涉税
业务管理水平，降低了税收风险，而且
税务专家们提供的企业发展建议很实
用，是企业今后长远发展的重要参考。”
景区办王云岫说。

（石鑫娜）

为磴口旅游企业提供税收帮扶

近年来，磴口县税务局狠抓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以走出去、请进来、面对
面、心交心”的方式，把优惠“礼包”落到
纳税人口袋里，切实降低企业的税费负
担，激发企业活力，有效助推该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

泰顺兴业（内蒙古）食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加工销售番茄制品、制造销
售包装物于一体的外向型企业。公司
的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等地区，并占日
本从中国进口番茄产品 55%左右。

2021年以来，磴口县税务局多次派工
作人员到该公司宣传辅导减税降费等
税收政策，将实打实的“红包”送到纳
税人手中。泰顺兴业（内蒙古）食品有
限公司相关财务人员说：“2021年 9月
22 日我公司向税务局提交了退税申
请，24 日退税款就打到我公司账上，
办理退税的效率特别高，为我公司缓
解了资金压力，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

自开展减税降费以来，磴口县税

务局通过媒体宣传、线上线下辅导、开
展纳税人培训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
提升减税降费政策知晓率，打通减税
降费“最后一公里”。在严格落实减税
降费等各类政策的基础上，对国家出
台的支持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缓
交所得税政策、减免缓交社保费政策
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坚决做到“该免的
免到位、该减的减到位、该降的降到
位、该退的退到位”。

（张汝婷）

磴口县税务局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磴口县税务
局组织开展了“春雨润苗”专项行动，
为辖区内小微企业送政策送服务，进
一步优化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小微企
业满意度和获得感。

磴口县税务局通过建立小微企业
微信助力群，宣传减税降费政策，管理
员专人进行辅导，组成税费协同机制
团队。一方面定期为企业提供政策上
门宣传辅导、涉税风险及时提醒等纳
税服务；另一方面开展对税收优惠政

策宣传辅导效果的跟踪回访，分行业、
分规模为新办企业提供精细化服务，
梳理不同行业热点问题，实现精细化、
个性化涉税服务，满足纳税人需求。

通过建立健全纳税信用管理制
度，落实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加强
部门合作和信用信息共享，积极构建
现代化纳税信用管理体系，助力企业

“增信减负”。在办税服务厅的电子
屏、税企钉钉群以及纳税人学堂云直
播等平台，告知纳税人和社会各界人

士纳税信用管理办法和评分标准，并
着重对纳税信用修复的范围、条件、标
准、时限和流程进行解读，将A级纳税
人所享受的各项优质服务以及D级纳
税人所面对的惩戒措施一一告知纳税
人。同时帮助需要信用修复、复评的
纳税人分析原因，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减少纳税人在日后评价中因非主观因
素造成的信用失分，给企业发展增添
信心。

（石鑫娜）

春雨润苗多举措 助力小微新发展

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切实
为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服务，打通纳税缴费服务“最后一
公里”，国家税务总局磴口县税务局立
足税收实际，集众智、善谋划、出实招，
以党建为引领，以纳税人满意度提升为
目标，全力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党建引领业务学习
全员素质大幅提升

有效发挥党建引领税收作用，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创新党史学习教
育规定动作，由党员学习拓展为全员学

习。利用每个星期二、星期四晚上开展
“夜校+”学习活动。坚持领导干部带头
讲、业务骨干示范讲、青年干部上台讲，政
治理论和税收业务同步讲，“夜校+”学习
活动为税干业务素质提升提供了绝佳机
遇，同样为税干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搭
建了良好平台。通过学习，税干的政治理
论素养和综合业务素质稳步提升。

税费协同拓展延伸
纳税服务提质增效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检验“我为群众办实事”成效，磴口县税

务局积极拓展延伸税费征管问题协同
工作机制，抽调13名业务骨干入驻办税
厅，按照“简事易办”和“窗口前移”工作
要求，负责集中受理税收辅导、限额审
批、开户注销、行政处罚等基础征管前
移事项，现场解决纳税人的所有审批事
项、疑点难点问题，避免纳税人“多处
跑”“来回跑”，服务前置让纳税人“最多
跑一次”。实现了办税大厅、政务大厅、
3个农村税务所窗口业务“一窗通办”，
不论纳税人缴费人走到哪一个服务大
厅，哪一个窗口，都能迅速办理相关税
费业务，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大幅提
升。 （赵含斌 石鑫娜）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进纳税服务提档升级

以中介机构为名的非法集资
——远离非法集资 拒绝高利诱惑案例九

编者按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
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得经济
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
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
担”。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收集整理了近年来非法集
资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面
对花样繁多、高利诱惑的非法
集资，要善于思考和辨别，谨记

“天上不会掉馅饼”，提高风险
意识，防止上当受骗。

2010年4月16日至2012年底，
犯罪嫌疑人吕某伙同王某在准格尔
旗沙圪堵镇以“鄂尔多斯市金利洋担
保有限公司”名义，以月利率 2%-
2.5%为诱饵向201名不特定对象非
法吸收存款 659万元。吸收的资金
用于前期办理煤矿灭火工程、灾害治
理区项目、改建准格尔旗蒙刑旺籽种
植业专业合作社、高利转借他人、归
还本金及支付利息，其行为严重扰乱
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群众财产安全。

风险提示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具有

极强隐蔽性。不法分子为获取公众
存款打着所谓国家支持的“高大上”

项目的幌子，租用豪华办公场所，甚
至邀请明星、社会名流站台背书，欺
诈性较强，社会公众易上当受骗。

2. 树立科学理性金融投资消费
观念，客观评价自身风险认知能力和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符合自身风险偏
好的金融产品，注重风险辨别，切勿
只顾追求高收益投资了风险不明的
项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拟处置鄂尔多斯市银海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
权资产，该资产为2014年分公司于中国国际金谷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的金谷·银海生态开发项目收益权
投资信托计划项目债权，债务人为鄂尔多斯市银海生
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海生态公司”）。

截至拟处置时点2021年 10月 15日，债权本金为
15,000.00万元，特定项目收益权为3,108.33万元，资
金使用费为121.39万元，滞纳金为30,320.47万元，债
权合计为48,550.19万元。

债务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担
保措施如下：

（1）银海生态公司股东孟克达来和乌云达来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2）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福海电子广场有限公司（公
司已注销）、鄂尔多斯市民生家俱城有限责任公司和乌
审旗福海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为银海生态公司
提供还款差额补足承诺；

（3）鄂尔多斯市福海家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4）鄂尔多斯市民生家俱城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
下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化北路8号街坊建筑面积
6546.24平方米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房产用途为
商业。

该项目公告有效期为20个工作日。
项目联系人：张女士 张先生
联系电话：0471-5618252 0471-5618251
电子邮件：zhangyidan@cinda.com.cn

zhangzhihong_01@cinda.com.cn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等；不属于本次转让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
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
标的债权的主体。

上述资产有关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均与项目公告有效期相
同，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系。

分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
华大街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6182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wangyanju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中国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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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快讯

我区彩民国庆节后
喜迎双色球头奖
10 月 10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1115 期开
奖。当期红球号码为 02、10、12、
15、24、27，蓝球号码为08。当期双
色球全国共中出5注一等奖，其中
内蒙古彩民喜获1注，单注奖金785
万元！

内蒙古本期大奖诞生自赤峰市
宁城县天义镇哈河大街15046990
号福彩销售站，幸运彩民凭借一张
10元单式机选票，喜中一等奖1注、
六等奖1注。

欢迎您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
站，购买一张彩票，奉献一份爱心。
另外，还有即开票“正当红”2亿元
大派奖活动和“福彩大家乐”第十五
季促销活动等您来！购彩后记得妥
善保管彩票，及时查询中奖信息。
如果中奖，请您在当期游戏开奖之
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由于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在二广高速公路连接线赤
峰西段进行改扩建工程，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
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决定自2021年10月25日起，在
二广高速公路连接线赤峰西段及周
边部分道路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
施。现通告如下:

一、二广高速公路连接线公主梗
至经棚段北半幅更改为施工区域，禁
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在北半幅
通行。

二、来往于公主梗至经棚段区间
的车辆、行人可以在二广高速公路连
接线赤峰西段南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此路段全线禁止停车。车辆驾驶人、
行人须按照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
示标牌要求，注意交通安全，确保安

全通行。
三、未经批准的剧毒化学品、危

险物品、超限物品运输车辆，禁止在
二广高速公路连接线赤峰西段通行。

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
通路政执法部门将依法查处超速行
驶、逆向行驶、违法停车、超限超载运
输等交通违法行为。

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
据道路交通和道路施工的实际情况，
适时调整具体交通组织措施。

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
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
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
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支持。

特此通告
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2021年10月21日

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关于二广高速公路连接线赤峰西段

改扩建工程第二阶段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