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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在践行社会责任，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抗
疫一线，总能够看到中国铁建人执甲逆
行的身影。他们或是建设方舱医院的
主力军，或是社区疫情防控队伍的排头
兵。在保障隔离治疗和防疫服务中展
现出中铁速度，积极承担央企社会责
任，践行时代使命。

作为中铁建设集团在包头市开发房
地产的子公司，包头项目公司2016年进
驻包头市，期间开发建设中国铁建·景晟
开元和中国铁建·景晟学府两个项目，与
这座城市相伴了六个春秋。新冠肺炎疫
情的发生将驻地企业和他们所在城市的
发展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2022年2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在包头市发生，面对
严峻形势，包头项目公司闻令而动，召开
紧急调度会，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
以最快速度、最严措施、最高效率投入到

疫情防控第一线。
当时正值复工复产的关键期，为加

强疫情防控工作，包头项目公司成立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部署具体防疫举措。
项目售楼处加强信息登记核查，每日执
行“三消杀两通风”，强化人员密集场所
防疫措施；在项目施工现场，要求总包、
分包及劳务人员持48小时核酸检测报
告进场，并对劳务人员进行闭环管理，
劳务人员按规定时间定期参加常态化
核酸检测，同时做好工人生活区域的日
常消杀工作，保证工人集中生活区域防
控措施落实落地，全力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防线。

同时，包头项目公司积极响应社区
号召，组织党员先锋队和“志汇铁建”青
年志愿服务队，加入当地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活动。2月的包头春寒料峭，志愿
者们摸黑起床、准点到岗、清点物资、准

备妥当，“6号楼的居民下楼做核酸啦
……请大家出示健康码，排好队！”喇叭
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而志愿者们一边

“喊楼”，一边不停地维护进行核酸检测
的居民队伍秩序。这虽是一年中最普
通的一天，却也是包头项目公司志愿者
们奋战在核酸检测一线不平凡的一
天。防护服下，汗水已经浸湿了衣服，
哈气模糊了面罩，尽管冷风袭来将汗水
凝结成冰珠，但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
缩，他们的心中是央企员工的责任，背
后是需要守护的人民，他们不畏严寒辛
劳，默默为防疫工作积聚自己的一份力
量。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3
月下旬，包头项目公司组织党员和青年
志愿者深入包头市东河区铁西芳草社
区，为社区捐赠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
物资，并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困难

群众家里，话家常、叙关怀，帮助行动不
便的老人擦玻璃、收拾房间、搬重物
……一提起这群可爱的志愿者，社区群
众们都激动地说：“是你们的耐心服务
和帮助给了我们温暖和信心，有这样优
秀员工的企业一定错不了，相信你们一
定能为包头市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将心比心，把每个
困难家庭的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去帮助，这是包头项目公司青年志愿服
务队每个成员心中所坚持的。”青年志
愿服务队成员陈旭东说。

为人民群众提供品质优良的居所，
让老百姓拥有幸福感，是每一名中国铁
建人心中不变的承诺。发挥央企优势，
承担央企社会责任是每一名中国铁建
人不变的担当使命。未来，包头项目公
司将继续立足地产业发展，让中国铁建
的金字招牌闪耀在内蒙古更多的地方。

在防疫一线彰显央企担当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其拥有的89户

不良资产进行批量或单户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资产信息清单：我公司受让的银行不良债权资

产88户、小贷公司的1户。截至2022年 4月 20日，各

债务企业尚欠我公司债权本金278,075.25万元。资产

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等地。债权详细公告清单请投

资者登录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www.amcim.com/“处置公告”中查询或与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注：截止交易日的利息一并处置，抵押担保

情况可能存在瑕疵，须竞买者自行调查判断）。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购买人信誉良好，能

够按内蒙古金融资产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且交易资金

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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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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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事宜：公告特别通知上述债权资产涉及到

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出资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

优先购买权人，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资产进行处置，请

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我公司

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务必关注相关处置公告，并

按照相关公告时间要求参加竞买。否则，按相关政策

规定，均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公告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公告

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五、特别提示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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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对以上债权及其处理方式、处理方案进行调整。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六、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高先生 15247196195

魏先生 1378961410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2575443 闫先生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铭总部基地6号楼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为坚守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职能定位，践行“政策性就
是政治性”的要求，近日，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组织召开座谈交流会，解读政策性业务相关制度，共同探
讨前、中、后台配合协调机制，提高业务审批效率，真正做
到“业务协同、管理联动、成效共享”，让金融政策及时有
效地惠及企业，更好地为自治区企业“送政策，优服务，助
纾困，促发展”。

2022年，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聚焦主责主
业，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前台部门优先使用政策性

信贷产品方案服务客户，中、后台部门发挥把关、调结构
的作用。截至一季度末，分行审批并发放了政策性业务
16.08亿元人民币，占分行一季度贷款发放的47.8%，贷
款涉及多个国家重点领域。下一步，进出口银行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仍将围绕“确保政策性业务占比提升、围绕重
点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开展工作，聚焦主责主业，
优先选择政策性信贷产品来满足自治区客户需求，服务
自治区地方经济。

（芳芳）

坚守政策性职能定位 服务自治区地方经济

额济纳海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放管服”
改革，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受到辖区企业一致好评。

完善线上服务，依托“互联网+”海关平台、“多证合
一”等关地联办渠道，实现企业备案全程无纸化，定期开
展主动注销清理，确保企业备案、注销“零逾期”；推进口

岸通关“提前申报”、汇总征税等通关业务改革措施，全力
推进口岸通关和物流作业的无纸化，压缩通关办理时间，
降低企业成本；强化政策精准宣传，优化普法效能，通过
微信推送、业务大厅公告栏、窗口“一对一”讲解等方式宣
传国家税收调整政策，帮助企业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额济纳海关：心系企业助推高质量发展

●不慎将内蒙古马家私房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2017年8月2日核发的《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N1500201700024号）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总队在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开立的账号
（15050170662808001650）密码纸（存款人查询密码：733086）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额济纳海关牢固树立保护知识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自觉把海
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发展大局，
有力提升该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
整体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以“知识产权周”为契机，在赴企业

实地调研、查验等执法过程中积极向进
出口企业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
和海关执法程序，并发放宣传册。同时
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组建宣讲队进社区
发放宣传单，向社区居民讲解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知识，起到广泛性宣传作用，
增强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净化市
场营商环境。

额济纳海关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在党中央决
策部署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等组合式税
费支持优惠政策。土默特右旗税务局
多向发力，大力推进落实减税降费，全
力保证政策快享、税惠直达。

元泰丰（包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杨小宁激动地拉着税务人
员的手说：“这笔 646万余元的退税款
对我们企业来说无疑是救命钱。”该公
司主要经营各种作物专用肥料及其他
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压力较

大。国家出台大力推进增值税留抵退
税政策后，土默特右旗税务局第一时
间将利好政策送到企业，帮助企业高
效及时享受到 646万余元增值税留抵
退税，为企业纾困解难。

“没想到这么大一笔退税很快就
到账了，有了这笔资金，不仅全厂 290

名职工的工资有了着落，而且还能按
期支付原材料的应付货款和产品销
售的物流费用，确保我们生产销售都
能正常运行，留抵退税政策真的是让
我们企业如沐春风。在国家利好政
策的支持下，我们也更有信心发展好
企业。”该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大力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落地有声 助力企业稳岗发展显实效

“下一步，我们要把留抵退税额用
于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工艺、降低
单位能耗上，感谢石拐区税务局为我们
企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更多的税力量！”
包头市锐锋科技特钢有限公司法人张
海英对石拐区税务局的贴心服务赞不

绝口。
包头市锐锋科技特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钢球、钢锻的铸造及销售的小型
制造业企业。面对疫情压力，受大宗商
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公司利润持续走
低，面临着资金短缺难题，增值税留抵退

税政策对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缕春风。
该企业符合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享受条
件，申报期2022年 4月按照100%享受
政策退税61873.66元，有效缓解了资金
压力、现金流压力与经营压力，提振企业
发展信心。

第31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正值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开始实施，
石拐区税务局以最大力度、最优服务、
最高标准开展个性化服务，切实让留抵
退税“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直接惠企利
民。 （陈茹静）

石拐区税务局

精准服务确保留抵退税红包及时落袋

走进额济纳旗市民服务中心，一
眼就能看到税务窗口穿着红马甲服
务的新面孔。通过了解，才知道这是
额济纳旗税务局首次面向社会范围
招募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志愿者。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导税工作也
有‘大学问’，尤其是遇到年龄稍大，
操作电子税务局困难的纳税人，更需
要手把手地辅导，一天下来怎么也要
辅导 30 多个纳税人，能够做好这项
工作真是太不容易。”志愿者杨景昊

说。
税收志愿服务是社会化纳税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涉税专
业服务机构“税收志愿者”服务团队，
是额济纳旗税务局通过“志愿者应
援”充分发挥宣传辅导 1+1>2 效应，
进一步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
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该项服务将持
续渗透到企业、社区税收政策宣传活
动中，把惠民利企税收优惠政策送到
纳税人手中。

招募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志愿者
助力纳税服务再升级

今年是税务部门开展“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的第9个年头，春风暖、服务新，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
推行一系列便民办税举措，为市场主体
发展“加油助力”，不断增强纳税人缴费
人的真实获得感。

“此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真正为
我们这样的微型企业在资金不充裕的

情况下极大缓解了压力，当前正值春耕
时期，农耕用具需求量增大，这笔资金
将用于购进农用物资，以保证农耕生
产。”企业法人张文义表示。

赤峰顺盈物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
钢材、建材、矿山配件、五金交电、土产
日杂、劳保用品、百货的销售以及废旧
物品收购等。新政策实施之前，该公司

因不符合“连续6个月增量留抵退税大
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退税不低于
50万”的退税条件，一直未享受相关政
策。自4月1日，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实施后，该公司符合小微企业留抵
退税标准，顺利享受了该政策。

“这次留抵退税的办理，真的是让
我们体会到了‘高效便捷’这四个字，这

也和前期咱们税务机关为我们提供的
精细服务有关。”张文义对元宝山区税
务局送去的“退税大礼包”非常满意。
该局在政策实施后，及时联系企业，加
强与企业的联系沟通，主动讲解政策，
准确掌握纳税人基础信息，摸清退税底
数，积极辅导办税人员操作，让退税红
包精准落袋。 （张宇）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元宝山区税务局

税收宣传送春风 退税政策促发展

2022 年 4 月 26 日是第 15 个“全
国疟疾日”，额济纳海关以“防止疟疾
输入再传播，共创无疟世界”为主题，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疟疾防控知识，在策克口岸国门商
业街和社区、额济纳旗各机关单位进
行疟疾防控知识宣教活动。活动以分

发疟疾科普手册和宣传单的形式进
行，由关员讲解疟疾等虫媒传染病的
危害和防治知识。同时通过张贴宣传
条幅海报、微信推送抗疟知识等方式，
增强属地居民防治疟疾意识，共创无
疟良好氛围。活动期间，累计发放各
类宣传材料 200 余份，覆盖受众 700
余人次。

额济纳海关
开展“全国疟疾日”宣传活动

近日，包头市碧隆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将一面锦旗送至国家税务总
局包头市青山区税务局，对该局在办理
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工作中给予的帮
助表示感谢。

“税务机关的精准辅导，留抵税款退
还的及时到位，极大解决了我们公司在
今春工程项目复工复产中所面临的资金
匮乏的困境，切切实实为我们提供了帮
助，在房地产行业面临多重考验的大环

境下，坚定了碧桂园集团扎根包头，做大
做强的信心。”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为了确保政策红利能够直达快享，
青山区税务局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宣
传辅导，帮助纳税人理清退税账，并加
快审核进度，动态分析纳税人申请退税
情况，及时调配退税审核、系统运维等
人力资源配置，强化与地方政府及财
政、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动协同，合力推
动政策加速落地。

税惠春风暖人心
留抵退税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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