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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2年 12月 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融资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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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由内蒙古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公证费、律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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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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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内蒙古银

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分公司（简称“华融资产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9
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的约定，内蒙古银行将其对
内蒙古蒙航铸业有限公司等 20户、天津华泰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等 6户不良资产（详见下列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华融资产公司。内蒙古银
行与华融资产公司公告通知内蒙古蒙航铸业有限公
司等20户、天津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资
产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华融资产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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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大街
33号内蒙古银行大厦

联系人：方毅成 联系电话：15034992422
受让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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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路

45号绿地腾飞大厦A座14-15楼
联系人：王沛然
联系电话：18686022627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3月2日

天津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6户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2年12月5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务人
天津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小尾羊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琨牧业有限公司

牙克石市金蒙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截至基准日贷款本金余额（元）
348,742,865.95
39,464,545.57
0.00
49,825,584.64
26,500,000.00
15,857,006.86
4,83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5,400,000.00
38,600,000.00
0.00
0.00
0.00
559,220,003.02

截至基准日贷款欠息余额（元）
24,113,004.74
32,642,314.91
16,920,571.64
37,148,690.35
24,406,125.63
1,074,793.29
507,955.78
4,017,511.62
1,907,683.99
1,028,693.03
6,862,979.17
1,193,860.79
1,970,556.14
4,121,749.86
157,916,490.94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质押
保证、质押
抵押、保证
质押、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质押、保证
质押、保证
质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抵押人：内蒙古恒通金安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张秀根、苗玉莉

保证人：华夏金谷担保有限公司、曹守军

质押人：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华诚联合担保有限公司、中商信联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曹守军

抵押人：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余佳荣
抵押人、质押人：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余佳荣、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田庆军、孙丽英、田野；保证人：田庆军、田野
质押人：内蒙古蒙犇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田庆军、孙丽英、田野
质押人：内蒙古蒙犇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田庆军、孙丽英、田野
质押人：匡会英、张丽华；保证人：匡会英、高莉
抵押人：呼伦贝尔驰宇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匡会英、高莉
抵押人：呼伦贝尔驰宇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匡会英、高莉
抵押人：呼伦贝尔驰宇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匡会英、高莉

内蒙古蒙航铸业有限公司等20户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2年12月5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债务人
内蒙古蒙航铸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俊鸿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威龙汽车销售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
包头市聚萱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吉化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生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腾轩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浩吉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大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达拉特旗富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包头市融通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元顺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利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包头市大成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国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鑫伟商砼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凯旋科技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佳兴防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滨海县金港华盛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华盛气体有限公司

截至基准日贷款本金余额（元）
30,000,000.00
4,802,829.71

13,989,935.42

0.00
3,000,000.00
4,650,000.00
4,650,000.00
20,000,000.00
5,390,000.00
20,000,000.00
15,343,751.59
4,895,281.62
9,000,000.00
600,503.00
6,932,722.31

5,881,399.08

7,580,000.00
2,279,967.09
44,994,707.25
20,000,000.00

47,955,016.84

271,946,113.91

截至基准日贷款欠息余额（元）
5,235,237.99
521,602.92

855,339.07

2,845,897.00
2,845,896.95
2,842,887.37
2,844,379.50
18,431,718.34
8,568,838.36
19,249,613.43
16,106,898.65
4,871,147.86
9,681,007.99
51,153.17
17,664,825.20

8,901,727.44

2,901,444.52
1,091,085.45
41,308,228.01
20,224,333.30

44,457,567.39

231,500,829.91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质押、保证

抵押、保证

/

担保人
抵押人：内蒙古蒙航铸业有限公司；保证人：陈增光、林国基、张志辉、郑秀銮
保证人：包头市鑫银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俊根、杨晓丹
抵押人：内蒙古东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侯智慧、郝丽、宋玉刚、苏珊、包头市鑫福圣贸易有限公司、内蒙古威
龙集团包头腾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保证人：联保小组成员之一：包头市生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员之二：包头市吉化物贸有限责任公司、成员之三：包头
市聚萱贸易有限公司、成员之四：包头市腾轩商贸有限公司。内蒙古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胡有贵、胡
伟、胡江、苗永生、马巧香、申杰、解磊、甄晓波、杨瑞珍

抵押人：内蒙古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宋蕾、吕波、胡有贵、吕美丽
保证人：包头市永合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胡伟、胡江
抵押人：高美英、王春；保证人：高美英、袁智华、王春、王伟、金海霞、郭向东
保证人：白雪、刘文荣、乔建平、孙在兰、内蒙古永泰隆担保有限公司
抵押人：升华建设集团包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张志国、任二平、白雪峰
保证人：内蒙古永泰隆担保有限公司、侯利兵、奥维香、苏飞、郭燕
抵押人：包头市大成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刘生荣、常喜梅、刘哲、郝云霞
保证人：内蒙古元盛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高俊亮、李锦花、王海梅、任鹏、王文英、王红梅
保证人：内蒙古元盛投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世成、刘凤英、徐林海、贺昌、贾玉敏、李明、任小荣、张春霞、贾伟、
刘埃凤、杜守德、高淑红、徐虎贲、王韧
抵押人：包头市凯旋科技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包头市鑫银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王和平、郭丽、曹云秀
保证人：秦汉兴、邸翠珍、秦锋、张素丽、包头市乾诚担保有限公司
抵押人：内蒙古中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质押人：杨建华、韩云晓；保证人：杨建华、杨建真、江苏华盛气体有限公司
抵押人：内蒙古中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杨建华、戴云秀、江苏华盛气体有限公司
抵押人：射阳县黄海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瑞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周竹林、唐雪、杨建华、戴云秀、韩端、周素萍、阜宁华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中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习近平
总书记 1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 9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23 年春
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中央党校 90
年历史成就和光辉业绩，全面深刻阐述党校初心，科学回答了
做好党校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党校事业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校姓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校事业必须始终坚
持的政治站位，是践行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各级党校必须
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
命为使命，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中精准定位。要坚持党性原则，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
忧党、在党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找准党校工作与党的
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紧扣党之所需、发挥自
身优势，聚焦党的需要做好干部培养、建言献策等工作，履行
好党校的职责使命。

治国理政，人才为要。党校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
为党育才，是党校的独特价值所在。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
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扭住理论
修养这个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培训，重点抓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传好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道，授好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之业，解好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
世界所遇之惑。要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引
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要围绕“国之大者”，重点提升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
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着力增强防风险、攻难
关、迎挑战、抗打压能力，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更好胜任领导
工作。

经世济民，大有可为。党校作为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
方面军，承担着为党献策的重要职责。要做好理论研究、对策
研究这个探索规律、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
阐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高
质量成果，更好体现党校的独特价值。党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前沿阵地。各级党校要宣传党的主张，有针对性地批
驳各种歪理邪说，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用党的意识形态引
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

治校有方，严字当头。坚守党校初心，从严治校、质量立校
是重要保障。作为党专门教育培训干部的地方，必须遵循最严
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各级党校要发
挥不正之风“净化器”、党性锻炼“大熔炉”、全面从严治党“风向
标”的作用，引导党校教师潜心治学、虔诚问道、悉心育人，以敢
抓敢管、严抓严管的作风，坚持高标准办学，抓好人才队伍建
设，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始终把质量立校作为办学治校的
生命工程抓实抓好。

因党而立，因党而兴，因党而强。90年来，中央党校为我国
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发挥了重要作
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党校工作一定能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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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史竞男 白阳

春回大地、万物萌发。全国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将于 3 月 4 日在北京召
开。2000多名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将
汇聚一堂，共赴这场春天的盛会。

回眸过去的五年，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在继承中
发展、在守正中创新，展现出新气象新面
貌，凝聚起共襄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磅
礴力量。

思想引领强信心

2018 年 6月 22日至 23日，全国政
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政协
系统研究党的建设，是十三届全国政协
抓好党的建设的“开篇之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政
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五年来，人民政协把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把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肩负起实现大
团结大联合的政治责任，广泛凝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能量。

鲜红党旗引领下，人民政协奋力前
行、步履铿锵——

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座谈会，系统学习中共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中
共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
会议精神，引导委员进一步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通过集
体学习、专题讲座、参观见学等多种形
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围绕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
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地方政协
贯彻情况进行调研，全国政协党组加强
对机关党组和专委会分党组的领导，落
实分党组书记向全国政协党组书面述职
制度，党的领导嵌入业务全链条、贯穿履
职全过程；

……
五年来，人民政协把牢正确方向、站

稳政治立场、夯实思想根基，共同团结奋
斗的思想政治基础越筑越牢。

以党的领导为圆心，画好最大同心

圆。
2021 年 10 月，成功举办辛亥革命

110周年纪念活动，团结和激励海内外
中华儿女砥砺奋斗之志、共圆复兴之梦。

北京、南京、武汉、广州、中山……追
寻先驱足迹，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
嘉宾参访团一路向南，跨越2000余公里。

凝聚共识不是无区别的强求一律，
而是有方向的启发引领。

十三届全国政协建立寓思想政治引
领于团结民主之中的谈心谈话制度，实
现了新时代广泛凝聚各界人士共识的方
式创新。通过深入细致的谈心谈话，宣
传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倾听委员
心声，促进合作共事。

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一
切积极力量，人民政协努力把更多人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汇聚起推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浩荡洪流。

协商议政助同心

2022年 11月 11日，河南省开封市
兰考县东坝头镇，九曲黄河逶迤向前。

堤岸边，开封市政协主席曹忠良正
在连线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的
主会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充
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开展黄河治理的伟大
成就，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新
时代的黄河故事。”

一条网线连接大江南北，让协商议
政从封闭的会场延伸到广阔天地。

围绕“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主题，10位政协委员和特邀代表在全
国政协机关和山东、宁夏 3个会场以及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言，100多位委员
在委员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相关部门
负责人亲临会场参与交流。基层一线情
况即时呈现在与会人员眼前，坦诚热烈
的交流互动中，问题更聚焦、举措更务
实、成效更显著。

创新开展网络议政、远程协商，是十
三届全国政协与时俱进丰富协商形式的
生动写照。

五年来，人民政协着力推进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有效组织各党
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
商国是，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
加充分、更加健全。

致广大而尽精微，建真言而谋实策。
从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到专题协

商会，从双周协商座谈会到提案办理协
商会，从界别协商会到专家协商会……
建言资政更加建之有方、言之有理、资之
有效，专门协商机构更加“专”出特色、

“专”出质量、“专”出水平。

建立主席会议成员牵头领衔督办重
点提案的工作机制，有效推动提案建议
成果转化；组织专家委员和有关学者深
层次研究重大战略性问题，应用型智库
作用进一步发挥；建设具有政协特色的
高水平参政议政人才库，为推进专门协
商机构建设提供智力资源……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不
断提升，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
效能。

2022年 8月下旬，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全国政协
专题调研组。

走村入户看现场、察实情，与农民认
真交谈，向专家了解情况，召开调研座谈
会，与政府相关部门深入交流……调研
组为“黑土地”而来，为种好“中国粮食”、
端好“中国饭碗”献计献策。

自 2021年开始，全国政协围绕“十
四五”规划实施中的 10个专题，开展连
续五年的民主监督工作，“加强黑土地保
护”正是其中之一。

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协商式监督优
势，确保民主监督有深度、有质量，为推
动“十四五”规划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发挥
积极作用。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人
民政协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凝心聚力。

履职担当聚民心

“雨季即将到来，咱们消防工作做了
哪些准备？消防员的安全保障做得如
何？”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
委员、广西来宾市副市长杨远艳来到来
宾市消防救援支队走访，从专业装备的
性能配置到消防指战员的备勤和日常生
活，她看得仔细、问得认真。

“我的提案都来源于对工作和联系
界别群众的观察和思考，田间地头、厂矿
企业都是我履职调研常去的地方。”
2022年两会期间，她提交了《关于提升
消防救援队伍职业荣誉感的提案》，得到
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的答复，有关部门正
加快推动完善消防职业荣誉制度。

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职的重要方式。
五年来，全国政协共收到提案 2.9 万余
件，立案约 2.4万件。一件件提案，凝结
着政协委员的扎实调研和深入思考，展
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十三届全国政协以来，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
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广大委员

坚守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不断增
强履职本领，认真履行委员职责，以模范
行动展现出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良好风貌。

心系国事，情牵民生，履职更接“地
气”——

服务“国之大者”，回应“民之所盼”，
始终是政协委员履职尽责的初心所在。

“强化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服务，切实
维护劳动者权益”“加快学前教育立法，
切实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大力发
展智慧养老”……

五年来，广大委员心系“万家灯火”、
情牵“柴米油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谋长远之举，
使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委员就在身边。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协商更增“底
气”——

“做‘责任委员’不在嘴上，而在行动
上。”2020年 2月 7日，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医院院长王建业带领第二批医疗队驰
援武汉，在抗疫一线奋战了整整两个月。

“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责任，更
是作为‘国家队’的责任！必须深入基层
察民情、听民意，才能提出有价值、有见
地的意见建议。”谈及履职体会，王建业
深有感触。

无调研，不建言。五年来，王建业与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
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养老
护理、特殊儿童教育等调研活动，着力推
动相关政策落地见效。

在扎实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建
言的“靶向性”、资政的“含金量”进一步
提升。

五年来，人民政协开拓创新，不断为
委员履职搭建新平台、拓展新路径。

开设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
使委员议政建言、凝心聚力打破了物理
区隔、时空界限；制作“委员讲堂”节目，
引导委员更好担负起人民政协制度参与
者、实践者、推动者的责任；启动全国政
协委员读书活动，大兴学习之风，委员参
与持续扩大，服务履职不断提质，溢出效
应显著增强，政协特色日益彰显。

一项项务实管用的开创性举措，助
力委员提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推
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笃行不怠勤履职，再接再厉续华章。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更加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理想信念之旗，高扬团结奋斗之
帆，踔厉奋发、勇毅笃行，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同 心 筑 梦 襄 伟 业 奋 楫 扬 帆 启 新 程
——人民政协五年工作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