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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教育
力度，提升公众识骗防骗意识和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保护
客户资金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
古分行积极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月活动，多措并举宣传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一是网点阵地做好客户反诈骗知识宣传普及。进出
口银行内蒙古分行组织员工进行反诈骗知识培训，研究
讨论电信诈骗伎俩、分析典型诈骗案例，找到对应的防范
措施。在营业网点 LED 屏播放反诈骗宣传标语及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知识，通过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传视
频、摆放宣传折页等方式，对上门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反
诈骗知识普及，有效提升客户防范风险意识。

二是利用新媒体积极推进线上宣传教育。进出口银
行内蒙古分行精心制作防范电信诈骗宣传链接，并组织
员工广泛转发，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同时，通过总行微
信公众号推送反诈骗金融小知识，提醒公众不要随意相

信陌生人来电、不要随意点击不明短信链接、不要轻易把
自己的资金转账给不明账户，切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三是利用网格化营销，扩大宣传半径。进出口银行
内蒙古分行员工积极走进社区、广场、企业，通过发放反
诈骗宣传折页、现场安装反诈骗 APP 等形式向群众介绍
目前新型电信诈骗的种类和惯用伎俩，结合宣传国家反
诈骗中心制作的宣传手册中的案例提醒群众提高警惕，
宣讲如何有效识别、防范电信诈骗等金融知识，引导公众
主动学习，提升防范意识并积极参与宣传热潮。

通过此次反诈骗宣传活动，使广大群众对防范电信
诈骗有了更多的认识，有效地提高了客户防范电信诈骗
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受宣人群纷纷表示认可，大家
认清涉赌涉诈行为对自身以及对社会的危害。下一步，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将持续加强关于防范电信诈骗
的宣传，履行金融服务保障职责，做有担当、有温度的
银行。 （许志强）

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
积极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月活动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债务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嘉训公司的利息、罚金、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原告、申请执行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和正式发票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清单中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

确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一、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以下简称“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与上海嘉训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训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签署

了《债权转让协议》，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

下全部权利、权益以及由此衍生的全部权利、权益（以下统

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嘉训公司。嘉训公司已支付完

毕全部债权转让价款，依法取得标的债权所有权，为标的

债权的合法权利人。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债权转让方、

嘉训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该等债权有关的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二、债务催收公告
嘉训公司作为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上述债权的合法受

让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法向债务人、担保人和其

他义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

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

告刊发之日起，向嘉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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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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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层

转让方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5

受让方：上海嘉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上海泰

和经济发展区）

受让方联系人：刘容利

联系电话：1864800065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上海嘉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上海嘉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2 年 2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内蒙古东都嵘泰
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蒙泰远兴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易隆
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安快物流
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债权合计

7,661,953.18

144,479,403.24

18,023,285.97

28,267,814.40

198,432,456.79

本金

3,886,442.00

125,000,000.00

10,000,000.00

14,858,980.00

153,745,422.00

利息

3,703,334.18

19,449,403.24

7,932,417.97

13,408,834.40

44,493,989.79

代垫费用

72,177.00

30,000.00

90,868.00

0

193,045.00

抵（质）押措施
鄂尔多斯市金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平安东街北金都花园 19 套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面积总计 1,242.14 平
方米（其中 3 套房产已有人民法院确权判决，权利可能存在灭失）。
1.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蒙泰远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提供抵押担保，
采矿权已到期。
2.杨双喜、李培新、内蒙古国蒙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鄂尔多斯准格尔旗
蒙泰远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74.64%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1.鄂尔多斯市易隆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位于鄂尔多斯东胜区宝日陶亥东街
21 号街坊 B 座商业写字楼 12-1201 号（737.36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2.
熊掌印、奇敏以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21 号街坊公园大道小区 E 座 101 号
商业房产（63.38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3. 奇锁、祁玉莲以位于鄂尔多斯东
胜区宝日陶亥东街 17 号街坊 2 号楼 1 号、17 号街坊 1 层底商 5 号、16 号街坊
1 号楼 29 号、16 号街坊 2 号 36 号提供抵押担保，面积合计 330.61 平方米。
1.锡林郭勒盟德客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位于锡林浩特市主干道——额尔
敦路以东那达慕大街以北民盛购物中心负一层房产（面积 2,745.57 平方
米）和位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楚办扎斯嘎图社区土地使用权（锡国用
2012 第 00113 号，面积 544.62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2.孙洋、张海峰以位
于锡林浩特市希办白音街住宅房屋及车库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分别为
116.97 平方米和 21.44 平方米。

保证措施

高娃、尉金飞、钟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杨双喜、王洁、李培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熊掌印、奇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张海燕、王军、张海峰、孙洋、张海盛、赵红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新华社记者 张远 王宾 魏梦佳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变局潮涌，惟
当奋楫破浪！

时隔五年，中国再次担任金砖国家
主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
次会晤，主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国家主席习近
平 将 于 6 月 23 日 在 北 京 主 持 此 次 会
晤。这是在关键时期举行的一次重要会
晤，备受瞩目。

金砖五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的代表，金砖合作机制与内容正日益充
实，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变局之下，金砖
五国加强团结尤为重要。人们期盼，通
过此次会晤，金砖国家进一步为维护世
界经济稳定、推动共同发展提供“金砖动
力”，为加强全球治理、扩大发展中国家
合作提供“金砖方案”，为应对安全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金砖力量”。

绘制共同发展的同心圆

金砖合作机制已走过 16 年发展历
程。目前，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
25%，贸易额占 18%，吸引外资金额占
25%。“金砖”已从一个投资概念发展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
台，成长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
重要力量”。

16 年来，金砖国家设立了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
安排，全力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
的多边贸易体制，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金
砖机制下的务实合作涉及经贸、财金、科

技、农业、文化、教育、卫生、智库等各领
域，不断涌现出新的合作成果，持续为全
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方案。

当前，受美国加息、地缘冲突、疫情
反复等因素叠加影响，世界经济进入高
度不确定时期，南北发展鸿沟增大，国际
合作动能减弱，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落实严重受挫。6 月 7 日，世界
银行下调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
警示滞胀风险。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全
球经济未来数年将面临高通胀、低增长
困境。

逆风强劲，更需金砖国家同舟共济、
勠力前行。

——金砖国家正努力全面深化经贸
合作。金砖国家 2021 年货物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33.4%，中国 2021 年与金砖
国家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39.2%，高
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金砖国家今
年就共同深化海关智能化合作达成一
致，努力为加强互联互通、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开辟新通道⋯⋯

——金砖国家正以创新作为发展动
能。金砖国家把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视
作抓手，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合作。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于
2020 年年末正式启动，已开展覆盖 28
个国家超 12 万人次的人才培训，推出
100 多个金砖示范项目⋯⋯

——金砖国家持续聚焦绿色可持续

发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未来五年将
为成员国提供 300 亿美元资金支持，其
中有 40%的资金将被用于减缓气候变
暖进程。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今年
5 月成立，在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应对
气候变化等领域促进金砖国家航天机构
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实现数据高效共享
和有效利用⋯⋯

作为 2022 年金砖国家主席国，今年
以来，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中国已成功举
办 70 多场会议和活动，推动金砖合作在
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实实在在的
合作成果，为金砖合作机制添砖加瓦，也
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奠定了
坚实基础。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
赫尔曼·劳雷尔说，通过投资、创新、市场
开发等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目标和项
目，金砖国家不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在一些地区局势可能将全球拖入相互
指责和分裂的泥淖之际，金砖合作有助
于引领世界回到发展议程上来。”

扩大金砖合作的朋友圈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 16 年来，金砖国
家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国际影响
力、吸引力不断提升。金砖合作的意义，
早已超出五国范畴。2017 年，金砖国家
领 导 人 厦 门 会 晤 期 间 ，中 国 提 出“ 金
砖+”合作模式，首次邀请一些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代表出席对话会。2021
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两次扩容，宣布
批准阿联酋、孟加拉国、乌拉圭和埃及为
新的成员国。

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
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社会迫切
期待实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进一步深化金砖合作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参与金砖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

今年，“金砖+”对话活动首次提升
至外长层级。中国也将推动金砖各方继
续就扩员问题深入讨论，扩大金砖国家
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以“金砖+”模
式让更多国家搭上发展的快车、便车。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当前有一
些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
兴趣，这充分说明众多非金砖国家对金
砖合作满怀信心。在他们眼中，金砖国
家机制“充满进取心”且“极具吸引力”。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席
苏丁德拉·库尔卡尼说，在不断变化的国
际环境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日益增长，其
为地区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潜力
不容忽视，将这些国家纳入“金砖+”，将
使这一平台更具代表性。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社会
经济研究中心领衔研究员罗扎利娅·瓦
尔法洛夫斯卡娅指出，金砖合作机制启
动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技术、金融
资源。而“金砖+”这一开放合作模式将
进一步释放金砖经济潜力，进而推动全
球经济发展。

金砖合作机制之所以生命力越来越
旺盛，吸引力越来越强大，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它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顺
应了各国人民对共同发展的期盼。

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习近平
主席去年 9 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破
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

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100 多个
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
已表达积极支持的态度，50 多个国家加
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倡议先后
被写入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中拉
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的相关成果文件。

在今年 5 月 19 日举行的金砖国家
外长会晤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视
频致辞，强调金砖五国“要同更多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增
进理解互信，拉紧合作纽带，加深利益交
融，让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让进步的力
量越聚越强，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愿景作出更大贡献”。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本届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
全球发展新时代”的主题，与全球发展倡
议相契合。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发
展成果将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巴西圣
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保
利诺说，聚力发展、合作和团结，是以金
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的共同心声。

寻求普遍安全的公约数

当今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人类
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
棘手。

传统安全领域，在一些老问题延续
的同时，又出现新冲突。国际粮食、能源
等价格剧烈波动，全球供应链“梗阻”严
重。

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此起彼
伏。全球疫情仍在延续，新冠病毒变异
毒株不断出现，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免疫鸿沟”依然巨大；全球
恐怖活动正经历新一轮回潮；气候变化
风险不断加剧；网络安全事件频发。

安全，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是实现

发展的基本前提。
金砖国家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之
中，代表了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变调
整的前进方向。金砖国家应发挥全球局
势“稳定器”的作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平安宁作出
重要贡献。

在 6 月举行的第十二次金砖国家安
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金砖五国一致
同意共同推动国际反恐合作和网络安全
合作相关计划和路线图，维护联合国在
全球反恐事业中的中心协调作用，呼吁
构建更加包容、有代表性和民主的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
面临的严峻挑战，6 月初举行的第十二
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审议通过《金
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

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世界上不存在
绝对安全的孤岛，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
安全。近年来，金砖五国不断促进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公平
分配，努力弥合“免疫鸿沟”，筑牢抗击疫
情的“金砖防线”，展现推动合作抗疫的

“金砖担当”。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
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卡瓦略表示，新冠
疫情清楚表明，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所
有国家之间的合作。

针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
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今
年 4 月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
慧。这一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
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
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
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
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人们期待，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将推动金砖合作更加紧密，提升金砖
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引领金砖航船驶向
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参与记者 张一诺 耿鹏宇 闫
洁 刘锴 荆晶 卞卓丹 姜磊 陈昊
佺 罗婧婧 宋宇 郭鑫惠 李晓渝）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变 局 潮 涌 奋 楫 破 浪
——写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开幕之际

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奥）俄罗斯总统普京 21 日表示，俄首
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今年年
底进入战斗值班。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俄军校
毕业生时说，俄方已成功完成“萨尔马特”
洲际弹道导弹相关试验工作，首枚导弹将
于今年年底进入战斗值班。同时，S-500

防空导弹系统已开始列装俄军。
普京说，俄罗斯将继续发展巩固武装

力量，以应对潜在军事威胁与风险。当前
优先任务之一是为俄军装备最新武器系
统，俄军今后几十年的作战能力取决于此。

俄称其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萨尔马特”重量超过 200 吨，可采用包
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能

突破敌方反导系统。它将取代苏联时期
研 制 的“ 撒 旦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 普 京
2018 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曾介绍说，“萨
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一招“杀手锏”
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
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
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
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普京：俄首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今年年底进入战斗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