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疫情防控
责任⋯⋯”，连日来，大街小巷中“流动宣
传车”播报疫情防控信息的声音与核酸
检测点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一
幅别样的风景。

“我是党员，也是土生土长的此地
人，疫情防控怎么能少的了我呢！”国家
税务总局和林格尔县税务局盛乐镇税务
所所长张继宝说道。截至目前，该局 6
个党支部、13 名党员干部下沉到 2 个包
联社区，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
队”“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2 支，协助近
一万群众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党旗飘扬的蓝色帐篷、全副武装的

医护人员、井然有序的排队现场构成了
一幅文明和谐又统一的画面。核酸检测
现场，税务干部们维护秩序，引导广大群
众保持“一米线”安全距离，避免聚集；严
格落实防护措施，督促佩戴口罩，做好个
人防护；帮助扫码登记，做好核酸采集工
作。脱下一身蓝色税装换上一身洁白的
防护服，由“税格员”化身疫情防控“网格
员”，转变的是岗位和身份，不变的是使
命和担当。

“核酸检测做了吗？”“最近咱们呼和
浩特市的疫情形势比较严峻，没特殊情
况就不要出门了”“咱们这边量一下体
温、扫一下健康码、出示一下行程码”，和

林格尔县税务家属楼的门口总能听到细
心的询问和真切的关怀，他们一遍遍不
厌其烦地说着。近来的夜格外寒冷，已
经连续执勤四个月的税务干部仍然坚守
岗位，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贡献
着税务力量。“税务局的同志 24 小时坚
守，不怕冷，不喊累，真不容易啊！”进出
群众配合、理解和体谅让原本冰凉的帐
篷燃起了它的温度。

“听说社区需要志愿者，我第一时
间报了名，把孩子送到他姥姥家，小邢
怀着孕还在坚守，我更不能‘临阵脱逃’
啦！穿上这身防护服就要担起责任。”
三岁孩子的妈妈小范说道。除怀孕的

小邢外，税务部门的志愿者中还有刚做
完腿部手术的，也有高血压病史的，也
有年纪较大快要退休的老同志。凛冽
寒风下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们依旧大
汗淋漓，红色的志愿者马夹也形成了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与飘扬的党旗交相
辉映。

据了解，当地税务部门统筹疫情防
控大局和税费服务工作，不折不扣落实

“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大力拓展“非接触
式”办税缴费，努力推进“智慧税务”建
设，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冯亚茹 白文超）

“税格员”变“网格员” 疫情期间无缝对接

连日来，国家税务总局托克托县税
务局向“疫”而行、迎难而上，坚决做好疫
情期间防控工作。

该局第一时间紧急召开会议部署疫
情防控工作，抽调党员和优秀税务干部
组成疫情防控小组，党委书记、局长李志
旺全面组织和领导此次疫情防控工作。

从压紧压实责任，对局办公场所和家属
区进行疫情防控检查、组织全员进行核
酸检测，到安排志愿者 13 人在核酸检测
点服务，他们忘我地参与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对该局包联的 5 个小区，安排单
位 120 余名干部职工进行 24 小时值守，
班子成员每天进行巡查，对发现的隐患

问题不超过 24 小时予以立行立改。同
时对包联小区逐户进行摸排，对辖区住
户近期行程、是否进行核酸检测、是否存
在密接等情况进行登记，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无死角、全覆盖”。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抗
击疫情已成为一场不容懈怠的长跑。托

克托县税务局党委和税务干部更是把思
想和行动落到具体部署上，把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
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发挥先锋
堡垒作用，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
以赴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托克托县税务局：全力以赴抗疫情

“税收志愿者主动上前帮助我解决
问题，在他们的辅导下，不到五分钟，我
就完成了车船税申报。”包头市公运长途
客运公司的办税人员何玉花为税收志愿
者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等社会力量助力税务部门优化纳税
服务的积极作用，切实提高纳税人缴费

人满意度，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东河区
税务局深入开展了税收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已有 30 余名人员填写了税收
志愿者报名表，有辖区涉税专业服务机
构从业人员，有企业财税人员和办税人
员，也有正值寒假的大学生，更多的社会
力量参与到了税收工作中。

“从‘被服务者’转变为‘服务者’，

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税务部门在优化服
务方面所做的努力。”谈起参加税收志
愿者服务的感受，包头市东益财税咨询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薛剑锋深
有 感 触 地 说 道 ，“ 这 次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让我对税收业务、税收政策了解的更加
透彻具体，能成为税收志愿者，真的很
荣幸。”

在税收志愿服务活动中，志愿者们
进大厅、进社区、进商场、进税企微信群，

“线上+线下”把税收优惠政策讲明白、把
为民办实事讲精彩、把为民做好事讲生
动、把为民解难事讲深入，推动税收惠民
落在实处、深入人心，打造“税务蓝+志愿
红”的新模式。

（匡野 王红霞）

税收志愿者服务获纳税人点赞

乡村要振兴，消费扶贫必先行，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按照国网内蒙古东
部电力有限公司扶贫要求，率先行动，通过

第三方单位帮助扶贫点销售大米13.55吨。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该公司

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间选派第一书记
加入驻村帮扶工作中，先后为帮扶村翻

建旧房、线路改造升级等，为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尽到了央
企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在全面落实扶贫攻坚战，加快脱贫

户致富工作中，该公司充分突显了国家
电网的大爱和通力合作巩固扶贫攻坚成
果的决心，为公司的乡村振兴工作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刘艳佐）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设施的心
脏，必须“持证”上岗。个别公司为应付
检查，购买假证、安排无证人员上岗，其
结果是受到法律严惩。

2021 年 3 月，兴安盟扎赉特旗消防
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在对辖区内某酒店

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单位消防
控制室 4 名值班人员持有的消防设施操
作员证书，存在与实际不符等问题，该大
队经查询，初步判断职业资格证书涉嫌
伪造，兴安盟扎赉特旗公安局依法立案
侦查，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一名

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2021 年 12 月
30 日，扎赉特旗人民法院以买卖国家机
关证件罪判处 4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6 至
9 个月。这是兴安盟首次破获消防领域
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伪造职业资格
证书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给社会治

理与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下一步,兴安盟消防救援支队将进

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对相关犯罪链条上
的重点环节开展打击，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邓继平）

扎赉特旗破获一起伪造职业资格证书案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拥有对内蒙古鼎九节水灌溉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
产，拟进行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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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原债务人的管理层或其直系亲属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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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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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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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权及其处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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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电话：0471-518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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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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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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
内蒙古鼎九节水
灌溉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本金

14,463,139.47

利息、罚息等

12,052,719.14

债权合计

26,515,858.61

抵押措施
抵押物：内蒙古鼎九节水灌溉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
宁城县天义镇敖海营子村（机械制造园区）工业出让土地,面
积：100,706.2 平方米;工业厂房,面积：7403.7 平方米。

保证措施
保证人：赤峰佰润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赵莉玲、赵勇国、李顺姬、赵庆连、尤树臣、李
艳伟、康淑辉。

资产所在地

赤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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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呼和
浩特市金桥税务局迅速投入疫情阻击
战，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第一时间承担起包联社区的志愿
服务。在了解到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达
尔登社区物资紧缺的困难后，金桥税务
局快速响应，紧急筹备，于 2 月 20 日上
午，为达尔登社区捐赠了 100 套防护服、
80 盒防护手套，50 个护目镜，确保社区

防控工作有序进行。
达尔登社区工作人员接受了捐赠并

表达了谢意，表示这些物资都是当前防
疫一线的急需物资，金桥税务局作为共
建单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作为积
极配合，彰显了税务担当，所赠物资均将
妥善安排分配到各个防控点。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金桥税务局在确保各项税收工作有

条不紊开展的同时，全局上下协同，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深入配合单位所在地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快速响应、稳妥落实各
项防疫举措。在此次走访慰问中，金桥
税务局向战斗在防疫一线的社区工作人
员了解了社区的防疫情况，与达尔登社
区共商疫情防控工作，承诺为社区提供
必要的人力、物力支持，竭尽全力帮助解
决社区防疫的难题。

金桥税务局将继续肩负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使命担当，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疫情防控和服务群众的强大动
力，严格落实好市局防疫工作的各项部
署，深入开展好志愿服务，携手包联社区
开展联防联控，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
事，努力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中展现税务担当作为。

（张汶桦）

金桥税务局：情系一线献爱心 助力防疫显担当

根据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准格尔旗国有粮食企业

改制方案的通知》准政办发〔2021〕22 号的要求，现对旗内原准格尔旗

粮食局（更名为：准格尔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所属 1 家全民所有制

粮食企业（准格尔旗薛家湾军粮供应站）进行全面清查。望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对准格尔旗薛家湾军粮供应站进行清

算，过期不候。

准格尔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2022 年 2 月 22 日

注销公告

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国
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纪委严格落实上
级疫情防控要求，高度负责，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公司全体员工坚守工作岗位，坚
持对办公区域每天进行消毒，对员工
及家属的外出行程进行了排查，通过
微信群传播当前的疫情防控信息和宣
传个人疫情防控知识，摸排员工疫苗

接种情况和宣传第 3 针疫苗的接种，
确保公司干部员工健康和办公场所卫
生安全。

精准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进 一 步 加 强 疫 情 常 态 化 精 准 防 控 措
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全力守好疫情防控第一道
关口，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董文龙）

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现在手机上的‘网上国网’App
真的太省事儿了，能在手机上缴费不
说，还能查看电量电费清单，办理很多
用电业务，不用多跑路，真是方便又快
捷！”2 月 18 日，家住科右中旗巴彦呼舒
镇吉日嘎朗小区的居民李大哥开心地
说道。

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努力提升
优质服务水平、提升客户满意度，公司

纪委层层落实检查监督工作，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下一阶段，公司将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大力开展
“党建+”工程，把党建同优质服务深度
融合，继续从加强配网建设、减少接电
成本、开展上门服务等方面开展专题活
动，以优质的电力服务持续提升客户满
意度。

（董文龙）

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努力为民办实事

1 月 31 日早，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
司扎木钦供电所工作人员们早早地来
到了牧民爱民大哥的家里检查起线路。

“太谢谢你们了，现在家里用电啥
也不用担心，铡草机一合闸，我这 1000
多只羊吃得那叫个香。”爱民大哥满意
地说。

在没安装动力电前，爱民大哥家中
铡草机效率低、产量小、耗时长。扎木

钦供电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
间为爱民大哥家里送去了动力电。通
了动力电以后，草料加工产量立竿见
影，羊的数量慢慢地变得多了起来。

胸前一枚党徽、身上一件红马甲，
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确
保春节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用好电、过好
年，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默默地坚
守在一线⋯⋯ （董文龙）

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
用电跟得上 牛羊长得壮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2 月 19 日
晚，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扎木钦供电
所工作人员来到辖区用户长海家中为
他检查电采暖设备。

“现在家里用电很舒心，做饭、取暖
很少会生火了，换上电暖气后没有煤烟
子不说，屋子里还干净、亮堂，暖和了不
少。”长海说。

公司围绕用户用电需求，建立了供
电服务台账，优化“网格化”布局，做到
服务人员、服务方案、服务标准和服务
时限“四到位”，补强薄弱环节，优化服
务举措，提高工作质效，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全力助推乡村振兴，为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董文龙）

国网科右中旗供电公司
家里亮堂堂 心里暖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