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编号：内资合{2021}（资产）字第72号），内蒙
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相关下属分、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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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金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金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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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471-5180071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3号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5124721339
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万铭总部基地6号楼
特此公告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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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包头金氏中医肾病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新泰天逸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兴业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鼎昌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赛罕区大江南北餐饮店

内蒙古秉先商贸有限公司
托克托县众广燃料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尊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承辉农牧业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润和利民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土默特左旗新开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敬宇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冰贸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刘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金川开发区万足服装店
内蒙古物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霍林郭勒市永兴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港原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利生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包头市甲尔坝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包头市甲尔坝汽车超市有限公司

察右前旗鸿锦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昕立合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鑫冶金有限公司
内蒙古昆仑建材有限公司

乌海市大华伟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帆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满洲里帆达经贸有限公司
满洲里通贸实业有限公司
满洲里通贸实业有限公司
满洲里通商贸易有限公司
满洲里烁达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元）
3,020,941.78

56,164,202.35

43,672,217.45

8,933,764.86

8,877,577.65

6,163,399.03
7,323,024.65

3,774,654.67

2,767,885.03
3,180,416.22
1,838,238.33

726,244.92
819,600.16
522,913.57
196,238.09

10,761,441.61

13,323,117.30

9,310,222.25

72,441,486.35

9,977,537.87

14,476,931.57

8,657,014.91
6,539,315.07

59,995,548.90
10,963,334.58

13,426,053.51

164,833,085.73
18,773,869.92
21,523,197.58
10,797,269.09
10,544,153.66
10,576,322.80

剩余本金（元）
2,118,000.00
54,999,912.71

41,810,000.00

7,950,000.00

7,900,000.00

5,974,054.28
5,750,000.00

3,698,210.52

2,767,885.03
2,950,000.00
1,454,001.50

700,000.00
695,883.16
498,000.00
190,000.00

9,900,000.00

7,800,000.00

8,480,000.00

55,632,762.77

9,756,480.67

14,156,188.11

7,950,000.00
6,275,960.03

54,000,000.00
9,900,000.00

12,700,000.00

150,000,000.00
14,99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9,997,502.50

10,000,000.00

利息（元）(截至基准日2021.12.7）
902,941.78

1,164,289.64

1,862,217.45

983,764.86

977,577.65

189,344.75
1,573,024.65

76,444.15

0.00
230,416.22
384,236.83
26,244.92

123,717.00
24,913.57
6,238.09

861,441.61

5,523,117.30

830,222.25

16,808,723.58

221,057.20

320,743.46

707,014.91
263,355.04

5,995,548.90
1,063,334.58

726,053.51

14,833,085.73
3,783,869.92
1,523,197.58

797,269.09
546,651.16
576,322.80

借款合同编号
内包创（小企循）字【2017】第002号
内呼兴（流）字[2020]第13号

内呼宇（流）字[2018]第10号

内呼哲(流)字2020第16号

内呼哲(流)字2020第15号

内呼哲（小企循）字[2020]第33号
内呼哲(流)字[2018]第30号

内呼哲小企循字2019第34号

内呼分消金（小企循）字2018第04号
内呼武（流）字【2018】第42号
内呼分消金(流)字2018第002号
内呼九（流）字2020第06号
内呼大（小企循）字【2018】第006号
内呼漠流字2020第6号
内呼哲(流)字[2020]第7号
内呼新（流）字[2019]第46号

内通分霍支(流)字[2017]第0009号

内通分新支(流)字[2020]第0017号

内包营（流）字[2018]第021号

内包文（流）字[2019]第038号

内包文（流）字[2019]第035号

内乌兰分小（流）字[2020]第5号
内呼鄂（流）字[2020]第12号
内营（固）字[2018]第026号
内营(流)字[2019]第008号、内营(展)字[2020]第003号

内乌海机公（流）字[2021]第003号

内呼伦（固）字[2018]第010号
内满支（流）字[2018]第0110号
内呼伦扎支公司（流）字[2020]第002号
内呼伦扎支公司（流）字[2020]第001号
内呼伦扎支（流）字[2019]第004号
内呼伦扎支（流）字[2019]第005号

抵（质）押人
高泽龙、刘瑞霞、高泽林、任林梅
北京新逸国际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嘉汽配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
斯市世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兴登阁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兴登阁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崔莉
王广福、白巧林、王小青
呼和浩特市康众伟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韩
全胜、韩林昆
内蒙古蒙牛圆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柳跃祖、苏凤翔、马甄
土默特左旗四达物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
刘智峰
乔燕侠、张利平
刘根
李凤霞、康明旺

霍林郭勒市永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小林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质押人）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质押人）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质押人）

杨巧华、张海英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徐炜及孙强夫妻、乌海市大华伟业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帆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赫
张赫
内蒙古帆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帆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赫
张赫

保证人
金伟、张鹏飞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汤逸群

李炳南、袁亚玲

呼和浩特市兴登阁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祁婷婷、付
雅玲、祁文宏、王慧明、祁文慧
呼和浩特市兴登阁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祁婷婷、付
雅玲、祁文宏、王慧明、祁文慧
崔莉、崔俊、虞海涛、巴美丽
王计成、白四引梅、王广福、白巧林、王小青

韩全胜、沈宗玉

闫国军、杨斓、柳跃祖、苏凤翔
徐明亮、贺玉玲
冯贵平、岳维石
乔燕侠、张利平
刘根、李蕾霞
孟财旺、李晓飞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高峰
霍林郭勒市永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玉梅、史相
臣、许斌、杜翠君
潘进荣、胡小林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李存在、贾伟、刘埃凤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方式为由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王保
才、史引枝、刘国寇、赵英兰、周葆纲、张维英、包头
市甲尔坝建材中心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方式为由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王保
才、史引枝、刘国寇、赵英兰、周葆纲、张维英、包头
市甲尔坝建材中心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张海英、杨巧华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乌海市天宇高岭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天宇
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乌海市恒实能源实业有限
公司、内蒙古大华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徐炜及
孙强夫妻、徐石及刘秋慧夫妻、安勇及徐玉莲夫妻
张赫、王燕云
张赫、王燕云
张赫、王燕云、张洪伟
张赫、王燕云、张洪伟
张赫、张洪伟、王燕云
张赫、王燕云、王睿玺、张爱玲

4月15日，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及内蒙古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向呼和浩特市金桥税务局赠送了一面写

有“锦旗致敬服务人 协同服务暖人心”

的锦旗，为税务机关一直以来的“保姆

式”服务点赞。

该企业是金桥税务局“一局一策”的

服务对象之一，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金

桥税务局充分落实税费征管协同工作机

制“一站式、快捷式、帮助办、容缺办、加

速办”的强有力措施，通过电子税务局、

纳税服务群、上门走访等方式，提供“定

制化”的纳税服务，同时，发挥“税格+网

格”精准滴灌作用，依据行业特点和辖区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需要，积极

梳理关键周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一对

一”为企业宣传辅导，实现“专人对接、主

动辅导、快速响应”闭环服务机制，确保

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直接惠企利民。

锦旗虽轻，情谊深重。面对提升纳

税人满意度“命题大考”，金桥税务局将

紧乘税收宣传月和“大走访”契机，坚持

以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为导

向，以税费协同机制为抓手，从小处着

眼，从实处着力，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举措，积极推广“非接触式”办税，劲吹

精细精准服务“春风”，推动税收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向好、纳税人满意度持续提

升，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

开！ (杨帅)

协同服务暖人心

真贴心，税务业务上门服务。“税务

局和不动产交易大厅工作人员到我家，

几分钟就办完了二手房交易手续，解了

我的燃眉之急！”张明因患病行动不便，

无法到不动产交易大厅办理二手房交

易，兴安盟科右前旗税务局了解到此情

况后，立即启动上门“帮办代办”服务，进

一步降低年迈体弱、行动不便人员办税

成本，由“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跑”

转变。

真用心，税惠政策上门指导。“税务

局的政策礼包对我们企业来说就是一场

及时雨。”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宋国宏说：“税务局主动为我们讲

解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极大缓解

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据悉，科右前旗税务局将持续针对

辖区1600余家企业开展“政策上门”行

动，推动税企关系稳定和谐，助力市场主

体健康发展。

真满意，税法宣传上门解读。在

毫不松懈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科右

前旗税务局深入社区，派发办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清单二维码，将最新的

税费优惠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原来

针对我们个体户的优惠政策这么多，

税务干部真是给我们送来了好消息。”

科右前旗久源饭店老板李先生高兴地

说。

接下来，科右前旗税务局将持续开

展形式多样、主题突出的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

（刘昕）

纳税服务踏春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拥有对准格尔旗大运汽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债权资产，拟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资产信息清单
本次拟处置债权资产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地区，截至2022年3月31日，拟处置债权资产本息合

计3,996.15万元，本金2,219.92万元。债权详细公告

清单请投资者登录华融官方网站www.chamc.com.cn

“资产处置公告”中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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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权及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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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1-6613290 0471-518055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6981004 韩先生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1404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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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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