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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好税收
征管改革要求，近日，呼伦贝尔经济技术
开发区税务局依托该局“四色教育”党建
品牌之蓝色专业教育，举办落实《意见》
专题培训班。

培训班上，由该局业务骨干对《意
见》精神进行全面解读，针对加快推进智
慧税务建设、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
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加强税务执法
区域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授课
辅导，讲清了税收征管改革的指导思想、
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具有较强的理论

性、指导性、操作性。现场互动环节，各位
学员结合自身岗位工作，围绕如何做好精
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展
开交流探讨，大家发言踊跃，现场气氛热
烈。通过此次培训，全体干部职工精准把
握了《意见》精神实质，有效提升了落实好
征管改革任务能力和纳税服务水平。

下一步，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还将采取“每周大家讲”活动，对
《意见》落实开展全方位的宣讲，并持续
推出形式多样、智能便捷、务实高效的税
费服务新举措，切实增强纳税人缴费人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推动《意见》不折不
扣落实到位。 （车雅璐）

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精准培训 提质增效

“现在防疫物资储备情况怎么样？”
“现在防疫物资储备充足。”“要不定期地
对防疫物资进行盘点并补充，不能让防
疫物资出现短缺的情况，也不能让防疫
物资压箱底，全力做好参战战友的物资
保障。”这是开会前鄂托克旗公安局警务
保障室主任与物资专管员的一段对话。
一直以来，警务保障室坚持“宁可备而不

用，不可用而不备”的原则，常态化盘点
防疫物资库存，动态补充，防疫物资始终
库存充盈，同时根据各部门工作需求及
时配发，全力保障全局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顺利开展。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行程码。”在鄂
托克旗公安局一楼大厅内，一名保安正
在查验外来人员的健康码和行程码。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警务保障室不
断加大内部防控力度。在一楼大厅设置
红外线测温仪，对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体温异常者及时处置；严格落实测体
温、扫行程码、健康码等措施；统一配备
消毒液等卫生防疫物品，组织物业保洁
人员对公共区域定时进行杀菌消毒。同
时放置纸篓，专门用于收集废弃口罩，在

电梯内放置抽纸盒和纸篓，方便擦拭按
钮，全方位保障办公安全。

一件件小事，一项项举措，切实体
现了警务保障室在局党委的大力支持
下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工作的决心，为
全局疫情防控工作筑起了一道“防御
墙”。

（石倩）

鄂托克旗公安局
编好装备保障网 筑起疫情防御墙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认真落实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
作要求，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立足区
域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多措并举破
解农村金融服务的难点和痛点，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初，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与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

“百村万户”示范工程，创新推出乡村
振兴助农贷。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
聚焦国家和自治区 15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内的 100个示范嘎查村，着
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在各地
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的支持下，邮
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推进整村授
信、批量开发。今年前 4个月累计发
放乡村振兴助农贷超过2亿元。

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自 2017 年
4月开办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累计放

款近 10亿元，同年，在四子王旗开发
了为期4年的扶贫项目，助力2000户
贫困户稳定脱贫、助力国贫县四子王
旗如期摘帽。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过渡期内，邮储银行内蒙古
分行在原有扶贫小额信贷基础上制
定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全力支持
建档立卡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发展
生产，目前已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15亿元，成为自治区“3+N”金融
扶贫服务主力银行之一（“3”是指 3
家主力银行，分别为邮储银行、农业
银行、农信社），为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助力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作
贡献。

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将不忘初
心，继续深耕“三农”沃土，坚持扎根
农村、服务农牧业、贴近农民，凝心聚
力为实现农民增收、农牧业增效、农
村发展后劲增强和乡村全面振兴作
出贡献。

（马东泽）

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乡村振兴助农贷
“百村万户”示范工程结硕果

近日，为继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第三党支部创新党史学习
教育的“打开方式”，将党史教育的主题
融入到群众性文化活动中，以新颖有趣
的沉浸式剧本体验模式促进全体党员
同志更加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进一步
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让学习教育“活”起来，学习效果“实”

起来，基层党组织建设“强”起来。
该行选取《兵临城下》《末班车》两

个红色剧本，组织员工们开展“红色剧
情”体验活动。在《兵临城下》剧本中，
参加人员围绕特定场景，扮演不同角
色，亲身体验革命先烈在日寇压境时
的生死抉择，感同身受革命先烈的英
勇无畏。在《末班车》剧本中，参加人
员分别扮演不同阵营、不同立场的历

史人物在一节车厢中开展头脑风暴，
通过相互间的明察秋毫和舌剑唇枪，
深入体会中共地下党员在隐形战场的
九死一生。

员工们纷纷表示，本次“红色剧情”
体验活动从“视、听、说”三维立体角度，
以喜闻乐见、更接地气的方式让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人心，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
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大家的荣誉感、

归属感、使命感。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抓好日常教

育，继续创新“融入式”“沉浸式”教育方
式，帮助员工更好地把握党历史发展的
主题主线，进一步强化员工的历史认
知，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定历史自信，进
一步提高分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杜征）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开展“红色剧情”体验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正家风、守家训、

重家教”的文化传统，发挥“家庭助廉”
的良好作用，近日，中铁十八局北京公
司山东工程管理部开展了“清风寄语、
家书话廉”主题活动。活动开展以来，
广大干部职工及家属积极响应，踊跃参

与，所征集的家书中有长辈的谆谆教导
教诲，有夫妻间的相互勉励，也有对子
女的殷殷期盼。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讲道
德、守规矩、重家风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家
庭和睦，构筑起家庭拒腐防变的牢固防线。

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山东工程管理部

清风寄语 家书话廉

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需要
帮助的人奉献爱心，传递温暖，同时，
为了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
理念，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山东工程
管理部开展了“衣‘旧’温暖·与爱同
行”旧衣捐赠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大

家积极响应号召，将闲置的干净衣物
通过悉心整理打包后交由专人统一管
理，使旧衣服得到循环利用。此次活
动充分体现了中铁建人保护环境、互
助友爱、热心公益的社会美德和良好
精神风貌。 （牛婕）

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山东工程管理部

衣“旧”温暖 与爱同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拥有对内蒙古庆华集团阿拉善百灵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庆华集团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庆华

集团顺嘉商贸有限公司3户企业债权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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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盟，截至 2022年 4月 20日，拟处置债权资产本息合计

74,975.82万元，本金65,67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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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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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李先生

电话：0471-5180586 0471-518058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180595 韩先生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绿地集

团腾飞大厦A座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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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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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拥有对东乌珠穆沁旗广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

斯市广厦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赤峰广厦煤炭储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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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

盟，截至2022年4月20日，拟处置债权资产合计62,134.71

万元，本金43,852.0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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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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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电话：0471-5180585 0471-518058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180595 韩先生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绿地集

团腾飞大厦A座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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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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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后，两日内
1954万元的退税款就到达企业账户。这
场‘及时雨’不仅有效缓解了我们资金周转
压力，更为我们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退税过程中，税务人员不仅业务精，而且服

务态度好，我们获得感满满。”内蒙古杉杉
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宋利文说道。
宋利文口中所说的“获得感”，来自落实政
策措施的“加速度”。今年4月1日，大规模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正式实施，为了切实

帮助各类市场主体纾困减负，增强市场主
体发展信心，连日来，包头市九原区税务局
迅速行动，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凝聚多方工
作合力，强化工作落实，积极退还企业增量
留抵和存量留抵，进一步缓解企业资金压

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压缩办理时间，九原
区税务局在受理、审核、退库各环节安排专
人实时处理流程数据，确保增值税留抵退
税款能够第一时间退到位，为企业发展加
好“税动力”。 （邬琼）

九原区税务局按下留抵退税加速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