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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沐浴着冬日暖阳，记者走进阿拉善左
旗头道沙子飞播造林区，登高远望，尽管冬
季大漠的植被已枝黄叶枯，但在飞播造林
区内，成片的花棒、沙拐枣、白沙蒿等沙生
植物密布在沙丘上，在冰天雪地中铺向天
际，甚是壮观。

“过去这里沙漠多、植被少，风沙也特
别大，通过飞播造林，植被多了、环境美了，
风沙也小了。”每天骑着摩托车在头道沙子
飞播造林区巡查的护林员阿拉腾图格，边
查看植被的长势情况边对记者说。护林员
阿拉腾图格在此工作有6年多了，亲眼见证
了这里环境的变化，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
了如指掌。“你看看这飞播造林区的植被长
得多好，花棒、沙拐枣等植被最高都长到2
米多高了！”阿拉腾图格说。

近年来，阿拉善盟为了让天更蓝、水更
清、地更绿、空气更洁净，牢固树立“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通过保护、飞播、封育、造林等举措，营
造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并依托沙漠丰富
的沙生植物资源，因地制宜种植梭梭林着
力培育肉苁蓉、锁阳等为主的特色沙产业，
如今，阿拉善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上
稳步前行，戈壁沙山已成为了富民的金山
银山。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大漠戈壁绿起来
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盟，1/3是沙

漠，1/3是戈壁，1/3是荒漠化草原，生态脆
弱区占到整个面积的94%，是自治区乃至
祖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咽喉和要塞。

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阿
拉善盟以绿色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围
绕建设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的战略目
标，相继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
（草）、“三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
区建设等生态重点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采取“以灌为
主、灌乔草相结合，以封为主、封飞造相
结合”的防沙治沙技术措施，形成了围栏
封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位一
体”的生态治理格局。使全盟生态环境得到
了有效改善，自然植被得以休养生息。截至
2021年末，全盟累计完成荒漠化治理任务
8940.43万亩，实现了连续7年每年完成营
造林生产任务超过百万亩，全盟草原和森林
资源总面积分别达到 28005.67 万亩和
3580.42万亩。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整
体遏制、重点治理区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截至2021年底，阿拉善盟重点在腾格
里沙漠东南缘、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巴丹
吉林沙漠南缘连续40年实施了飞播林草
治沙，累积飞播造林675.7万亩。在腾格里
沙漠东南缘和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形成了
两条总长460公里，宽3到20公里的大型
防沙、阻沙“锁边”防护林草带，有效遏制了
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的前侵蔓延，
形成了“绿带锁黄龙”的壮丽景观。如今，
飞播造林治沙已成为阿拉善生态建设的最
大亮点和全国治沙示范。

近年来，阿拉善持续植树披绿，使该盟
森林面积、资源总量实现双增长，目前，全
盟已建成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自治
区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植物种类数量不
断增加，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贺兰山国家级森
林保护区森林面积由2001年初的51.83万
亩增加到58.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1%增
加到57.3%，区内林草植被总盖度达到了
80%，主要野生动物马鹿2000多头只增加

到7000多头只，岩羊由1.6万只增加到近5
万只，整体生态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绿色”沙产业高质量发展 点沙成金
绿富同兴

这几天，尽管气温骤降天气寒冷，但家
住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苏海图嘎查
的牧民马忠强依然很忙，每天查看完自己
种植的梭梭林长势情况后，就和家人开始
对2021年采挖晾晒好的肉苁蓉进行分类
包装。“2021年肉苁蓉长势不错，入冬前就
采挖了10吨左右，肉苁蓉价格也好，这些都
销售完，能卖个三四十万元不成问题。种
植梭梭嫁接肉苁蓉发展特色沙产业是一条
既致富又改善生态环境的双赢路。”马忠强
边熟练包装肉苁蓉边满面笑容地说。据介
绍，近年来马忠强种植了1万多亩梭梭林，
其中3000多亩接种了肉苁蓉。

种植梭梭林嫁接肉苁蓉发展生态沙生
新产业，是阿拉善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盟情发展绿
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举措。近
年来，阿拉善盟在推进生态建设中，紧紧围
绕建设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目
标，把沙漠生态劣势变为资源优势，依托以
梭梭林等丰富的沙生植物资源，向沙漠要
绿色、要效益，因地制宜着力培育肉苁蓉、
锁阳、沙地葡萄、文冠果等为主的特色沙产
业，实现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共赢。

在生态沙产业发展规划的引领下，该
盟启动了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黑果枸杞

“三个百万亩”林沙产业基地建设。目前已
形成了肉苁蓉、锁阳、黑果枸杞、沙地葡萄

等多个沙产业基地。如今，阿拉善“肉苁
蓉”“阿拉善锁阳”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
册为地理标志著名商标。阿拉善盟也被中
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肉苁蓉之
乡”称号。

为使生态沙生产业形成产业化，该盟
以“沙地绿起来、企业强起来、牧民富起来”
为目标，依托肉苁蓉、锁阳等沙草充足的原
料资源，先后培育和引进了44家企业投资
沙产业，大力实施“企业+基地+科研+合作
社+农牧民”的产业化模式发展沙产业。目
前，已完成梭梭人工林种植785.15万亩，接
种肉苁蓉146.65万亩，年产肉苁蓉1980
余吨；接种锁阳30.97万亩，年产锁阳2550
吨以上；围封保护黑果枸杞8.84万亩；种植
黑果枸杞、沙漠葡萄等精品林果业7.69
万亩；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链，加工转化率达到 68%。
仅“十三五”期间，全盟林草产业产值达
199.5亿元。

蓬勃发展的生态沙产业如今已成为
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阿拉善通过

“公司+基地+科研+合作社+农牧户”的
模式直接和间接从事生态沙生产业的农
牧民达 3万多人，人均年收入 3到 5万
元，部分牧户达到10至 30万元。实现
了“沙漠增绿、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牧
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

阿拉善盟：“三位一体”生态治理绿了沙漠富了农牧民

根据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弘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内
资合{2021}（资产）字第0073号)，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市弘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鄂尔
多斯市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鄂尔多斯市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鄂尔多斯市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如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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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市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
梁先生
联系电话：13848341118
地址：鄂尔多斯市树林召镇迎宾街南长胜路西市府街

北新华路东新华时代小区2-3号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鄂尔多斯市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人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8,998,460.36

利息余额

2,476,148.06

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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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鄂托克旗正
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编号：内资合{2021}（资产）字第0067号)，内蒙古金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鄂
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鄂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鄂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鄂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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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鄂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
贺先生 包先生
联系电话：15304775334 13654774530
地址：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老干部活动中心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鄂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0日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鄂托克旗正和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债务人

鄂托克旗鑫洲供热有
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嘉德环保高新
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善右旗树贵盐化
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

178,804,918.78

13,934,810.10

23,158,272.89

利息余额

50,217,374.45

18,399,439.75

47,842,476.99

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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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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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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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巴彦淖尔大美
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内资合{2021}（资产）字第0074号)，内蒙古金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巴彦淖尔大美河
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巴彦淖尔大美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巴彦淖尔大美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巴彦淖尔大美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如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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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巴彦淖尔大美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
焦先生
联系电话：18047828898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四季花城四区丽枫酒

店3层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大美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巴彦淖尔大美河套农畜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1年8月20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人
内蒙古米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9,000,000.00

利息余额
10,408,335.65

担保人
内蒙古米真绒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郝桂花、李臻

注：本公告清单中利息暂计至2021年11月30日（基准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内蒙古电塔商贸有限公司的本金、利息、罚息等按合同约定、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债务人

巴彦淖尔市琮霖
矿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宸实业
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64,657,813.92

18,600,000.00

83,257,813.92

代垫费用

623,108.67

292,860.55

915,969.22

利息合计

27,760,024.50

8,225,752.34

35,985,776.84

总债权

93,040,947.09

27,118,612.89

120,159,559.98

保证人

岳琮霖、王艳春、岳琮山、秦丽辉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岳琮霖、王艳春、岳琮山、秦丽辉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抵（质）押物
岳顺以位于北京朝阳区三里屯SOHO写字楼商业办公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①位
于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院2号楼22层02-2601。②位于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
号院2号楼22层02-2605，面积合计655.58平方米。
岳琮霖、王艳春以位于北京朝阳区复地首府小区的3处住宅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①
位于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院2号楼4层404。②位于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院3号楼3
层304。③位于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院2号楼3层304，面积合计1,102.74平方米。
岳顺以位于北京朝阳区三里屯SOHO写字楼商业办公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①位于
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院2号楼22层02-2602。②位于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
院2号楼22层02-2603，面积合计609.16平方米。
——

资产所在地

北京市

北京市

担保措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简
称：转让方）与内蒙古电塔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受让方）已于
2021年12月27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对下
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权利义务承继人享有的主债权、

从权利及其他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为下
列债权及其全部权益的合法权利人。

内蒙古电塔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合法权利人，现公告要求下
表中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权利义务承继人向内蒙古电塔商贸有

限公司履行相关法律文件确定的偿付义务及担保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内蒙古电塔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内蒙古电塔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清单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2月 9日讯 （见习记者 王
坤）春节假期期间，呼和浩特市 120指挥
中心调度室共接听急救电话 2955通，同
比增长 13.57%，有效派车 1124 台次，同
比增长 27.44%，有效救治患者 860人，同
比增长21.64%。

本报 2 月 9 日讯 （记者 赵曦
通讯员 张磊）近日，乌海市海勃湾区、
乌达区政府拨付专项经费 1100余万元，
用于整改 3家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挂牌单
位。

本报乌兰察布2月9日电 近日，
察右后旗供电公司纪检组织各部室、班
组负责人及重点岗位人员开展集体廉政
约谈。该公司要求干部职工落实“一岗

双责”，不碰红线、不踩底线，知敬畏、惩
戒惧，管好职工，以身作则，落实节日期
间及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做遵规守纪
的明白人。 （杜海峰）

本报鄂尔多斯2月9日电 近日，乌
审旗环城交管中队以解决重点路段沿线
停车乱问题为导向，消除各类违法停车现
象，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交通环境，组织
对辖区电子警察、监控设备等科技设备进
行测试，确保全天候正常运行。 （周磊）

本报乌兰察布2月9日电 近日，按
照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凉城供电分公司党
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开展新年第
一课，集中宣贯学习《内蒙古电力（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规
定》，要求每一名职工树牢纪律意识，坚决
杜绝侥幸心理，遵纪守法，绷紧纪律弦，切
不可越过纪律的红线。 （赵世兰）

本报鄂尔多斯2月9日电 连日来，

乌审旗乌兰陶勒盖交管中队组织民警深
入农村地区，开展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
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引导农村群
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罗启峰）

本报乌兰察布2月 9日电 近日，
化德供电分公司结合近年来辖区内负荷
变化情况，加强配电设备的运行监测，全
面开展台区负荷测试和红外测温工作，
进一步加大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着
力解决重载、过载线路及配变项目，提前
做好相关区域负荷转移、配变新增、三相
负荷平衡和中低压线路改造等应对工
作。 （马国杰）

本报乌兰察布2月 9日电 近期，
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凉城供电分公司纪检
人员组织开展警示教育全覆盖活动，教
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时刻保持清醒，用实际行动
守护好廉洁自律的防线。 （尚东平）

启航新征程 盟市铿锵行

本报2月 9日讯 （见习记者 王
坤）2月9日，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我区6城市再次获评国家卫生
城市，并受到全国爱卫办通报表扬。

据了解，根据国家卫生城镇相关评
审管理办法和标准，全国爱卫办组织专
家对2021年进入复审程序的国家卫生
城市（区）进行了评审，对各地上报的国
家卫生乡镇（县城）复审结果进行了抽
查，我区包头市、赤峰市、通辽市、鄂尔多
斯市、乌兰察布市和锡林浩特市再次获
评全国卫生城市。自治区爱卫会在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方面成效显著，复审

成绩突出，受到通报表扬。
通报指出，复审和抽查结果表明，

各地高度重视卫生城镇创建工作，在
获得国家卫生城镇荣誉称号后，持续
推进卫生创建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健
全城市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解决
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
城镇社会卫生综合治理，巩固和发展
国家卫生城镇创建成果，发挥了典型
示范作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为疫情
防控奠定了扎实的环境基础，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氛围。

我区6城市再次获评国家卫生城市

本报2月 9日讯 （见习记者 王
坤）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
日，我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胜区、
伊金霍洛旗和兴安盟突泉县、扎赉特旗
5个旗县区获评县级全国基层中医药工
作先进单位，鄂尔多斯市获评市级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据了解，此次评选旨在进一步推
动基层中医药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探索中医药在
基层卫生健康事业中更好发挥作用的
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提高建设水
平与质量，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促进中医药发展做出新贡献。评选经
创建单位自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
初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现
场评审检查等程序最后进入社会公
示。

我区1市5旗县区获评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