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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脉，
是新中国的摇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内蒙古老区建设促进会以
为历史立言、为时代讴歌、为发展聚力的
政治责任意识，启动了编纂出版《红色百
年，壮阔历程——内蒙古革命老区历史
画册》（以下简称《画册》）工作，组织征集
整理内蒙古革命老区的历史图片等资
料，编纂出版一套图文并茂的画册丛书，
全景式再现内蒙古革命老区在中国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近百年的光辉
革命史、英勇奋斗史和辉煌成就史。经
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画册》第一卷即
将出版面世。

《画册》第一卷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革命老
区的历史。本书的主线和主题是：紧紧
围绕内蒙古革命老区的基本历史脉络，
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各族人
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充分展现
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的成
功探索，充分展现内蒙古革命老区和老

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
根据内蒙古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

年代的历程，《画册》第一卷在内容上分
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血雨腥风的
洗礼中诞生”，侧重反映了内蒙古革命
老区诞生及其前期的历史背景。一部
老区史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的奋斗史。内蒙古地区首批党组
织成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共
北方组织的领导下，内蒙古地区大革命
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描
绘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大革命失败后，
中共中央和邻近地区的部分党组织多
次向内蒙古地区派出干部恢复和重建
党组织。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腥
镇压，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
怖中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坚
持领导了革命斗争和早期的抗日救亡
运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央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给内蒙古地区的革
命带来了新的曙光。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首先在伊克昭盟西南部建

立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内蒙古地区最早的革命老区应运而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动
员内蒙古地区各族民众团结抗日。八路
军一二〇师派部队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
击根据地，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
成部分之一，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在内蒙古
地区规模最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
打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者，牵制了日军西
进南下的兵力。伊克昭盟和河套地区的
党组织在组建抗日武装进行斗争的同时，
与国民党绥远当局和社会各界建立了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动员各方面
爱国力量，抗击日伪军的进犯，与大青山
抗日游击根据地配合，守卫了陕甘宁边区
的北大门，保障了党中央的安全。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部分部
队历尽艰险，三次进入呼伦贝尔开展抗日
斗争。晋察冀八路军部队开辟了承平宁
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

战争，给日军和伪满洲国以沉重的打击。
艰难困苦，百炼成钢，在浴血抗战中内蒙
古革命老区从小到大，由伊克昭盟西南一
隅扩展到内蒙古地区的西部、中部和东
部，从西到东横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
热辽根据地及东北抗联游击区。《画册》第
二部分“在浴血抗战中成长壮大”，集中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共
赴国难、同仇敌忾、抗敌御辱的历史场景，
再现了内蒙古革命老区成长壮大的艰难
历程。

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
革 命 老 区 续 写 了 彪 炳 千 秋 的 历 史 篇
章。《画册》第三部分“在解放战争的炮
火硝烟中走向辉煌”，全方位展现了这
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两种命
运、两个前途的战略决战中，内蒙古各
族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
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战争中不
断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为支援东北、华
北以至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
献；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内蒙古地区第一

代共产党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
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方针，全力推进
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历经艰难曲折，率
先在内蒙古地区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创造了在中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范例；在广大
的解放区，内蒙古党工委和自治政府组
织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
的新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运动，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解
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迅速恢
复发展；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内蒙古地区实现了完全解放，开启了人
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新
纪元，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
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不能忘了老区，不能忘了老区精神，
不能忘了老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编纂《画册》是站
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充分挖掘老区红
色资源，把红色基因和老区精神代代传承

下去的实际举动。本书尽可能利用遗存
下来的珍贵历史图片等资料，追寻前辈留
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足迹，力求推出一部
为老区立传记、为历史存正气、为时代强
精神的红色典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望过去是
为了更好地前行。在新的历史时期编
纂出版《画册》，有助于加深了解百年党
史，不忘初心，固根守魂，始终不渝地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奋斗新征程的理论自
觉和道路自信；有助于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的艰辛
探索中吸取政治营养，以革命先辈为楷
模，践行守望相助的理念，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赓续新时代模范自治区
的新辉煌；有助于凝聚广大干部群众的
意志和力量，把老区精神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磅礴伟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
加扎实的作风、更加有效的措施，书写
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内蒙古老区建设促进会供稿）

回望红色百年 汇聚磅礴伟力
——《红色百年 壮阔历程——内蒙古革命老区历史画册》第一卷即将出版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借（贷）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余额。基准日后债
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以有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正式发票和法律法规确
定的金额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金额、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的，以债务人、担保人与原
贷款行签署的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等法律文件约定或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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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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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抵质押物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以及抵押物他项
权利证书等文件及材料为准。

4.上述各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华融内蒙古分公司或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联系。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内蒙古
分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建
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对下表列示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
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利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该资产对应的借（贷）款合同及其变更
协议、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

转让给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与华融内
蒙古分公司联合公告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
求各债务人、担保人、其他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其他
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通知刊发之日起，立即向华
融内蒙古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和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
转让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街 6 号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471-459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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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新华大街 54 号
联系人：梅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 年 9 月 17 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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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内蒙古统壹绒业控股
有限公司

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
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源源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公司
多伦县奥翔春天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多伦县索伦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腾达盛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兴建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辰星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吉庆工贸
有限公司
正蓝旗泰华萤石矿业
有限公司
西乌旗万发清真食品
肉类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16,309,827.23

9,027,356.05

7,988,790.64

18,409,563.52

14,000,000.00

969,930.61

8,992,477.50

2,756,975.35

280,463.14

3,995,626.12

3,070,000.00

85,801,010.16

利息

4,647,506.88

2,582,336.04

8,539,310.91

21,058,900.99

17,001,479.75

1,404,190.55

3,791,166.95

456,449.84

539,971.33

5,941,445.67

980,531.25

66,943,290.16

抵（质）押人担保情况
1、由内蒙古统壹绒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工业厂房、办公楼、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富源街北侧
永胜路西侧工业用地，面积 17796.376 平方米；（2）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北门外 2 处工业厂房，面积合计 6113.79 平方米；（3）位于林
西县林西镇宏林工业园区工业用地，面积 10091.63 平方米；（4）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北门外办公用楼，面积 3296.88 平方米。2、由自
然人刘吉录、刘亚非、刘吉国自有的 3 辆轿车提供抵押担保。
1、由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经锡路商
服用地，面积 2014.64 平方米；（2）位于克什克腾旗经棚镇镇园林路 5 处商业房产，面积合计 4201.81 平方米。2、自然人刘松明以
其持有的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
由自然人战明军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处一委 1#楼 1-3 层、2#楼 1-3
层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3837.89 平方米；（2）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一委工业用地，面积 5304.69 平方米。
由多伦县山西会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多伦县诺尔镇兴盛社区会馆街商业房产，
面积合计 4649.50 平方米；（2）位于多伦县山西会馆广场西侧商业用地，面积合计 3942.90 平方米。
由多伦县索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多伦县上都社区胜利大街房产，面积 3402.00
平方米；（2）位于多伦县上都社区胜利大街工业用地，面积 34050.00 平方米。
由自然人杨光生、侯俊伶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锡林浩特市额办阿日嘎朗图社区牧民一条街 4 号商业
房产，面积 359.80 平方米；（2）位于锡林浩特市额办牧民一条街商业用地，面积 177.86 平方米。
由锡林郭勒盟兴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锡林浩特市杭办东园街工业土地，面积
10416.46 平方米；（2）位于锡林浩特市杭办东园街车间，面积 2050.95 平方米；（3）位于锡林浩特市杭办东园街办公楼用楼及车间，
面积 3602.99 平方米。
由锡林浩特市辰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锡林浩特市楚办德吉社区综合用地，面积
1421.46 平方米；（2）位于锡林浩特市楚办德吉社区朝木尔里格街房产，面积 808.27 平方米。

无

由自然人张东升、岳淑敏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正蓝旗上都镇工业园区工业厂房，面积 3972.03 平方
米；（2）位于正蓝旗上都镇嘎查境内工业用地，面积 10732.30 平方米。
由西乌旗万发清真食品肉类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河东开
发区工业用地，面积 2153.70 平方米；（2）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翁根街 3 处工业用房，面积合计 1867.75 平方米。

保证人担保情况

由自然人刘吉国、高超、吴子军、苏玉兰、刘亚非、
李泽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刘松明、翟玉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战明军、曹海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内蒙古晶鼎聚龙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由自然人钱小虎、郭秀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刘海军、周立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杨小红、杨晓英、齐峰、张伟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由内蒙古兴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自然人张锦海、宋佳音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高旭、王春花、高康丽、李鹤梧、杨慧珍、李录
山、梁爱琴、王玉霞、刘瑞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任庆雨、李树英、吉胜军、宋会琴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张东升、张东辉、岳淑敏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由自然人杨万庆、杨素云、杨德胜、全莹莹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西乌珠穆沁旗罕乌拉社区 60 岁老
人特木尔阿拉哈表示“我们出行多有不
便，税务局的年轻人能上门来指导我们
用手机缴纳保险费真是太好了，现在有
一部手机就能全部实现业务办理，我儿
子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手机直接为我缴
纳社保费，实在是太方便啦，让我们这
些老人对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税费
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感觉也获得了时

代参与感，为税务局的同志们点赞！”
国家税务总局西乌珠穆沁旗税务

局坚持以送温暖、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题为主旨，围绕“税务+社区”“组团+服
务”“方便+满意”的目标，对于出行不方
便的老年人群体，提供真正的上门服
务，在罕乌拉社区组织开展了“税法进
社区——社保缴费知识讲堂”，充分发
挥社区广泛联系群众的优势，实现与老

人们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心与心
沟通。为了让社区的老人们能更好地
听清、听懂宣传内容，税干们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现场实际操作等方式详细讲
解了社保费的征收方式、缴费流程，并
设立长期社保缴费服务点，最大限度提
供便捷服务。同时在现场播放自制的
蒙汉双语《社会保险费手机缴费实操》
视频，告知缴费人可以将宣传资料及操

作视频转发给子女，让家中年轻人使用
手机缴费即可，做到“不必非去办税厅，
社保费在网上缴”。税干们还为大家带
去小礼品，同时计划抽取部分主动为老
人们自助缴纳社保费的年轻用户以“礼
包”鼓励。孝敬老人不能等，社保缴费
同样不能等，拿出手机点一点，社保敬
老两不误，传播优良家风，让家中老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毛晓萌）

国家税务总局西乌珠穆沁旗税务局：暖心服务送上门社保缴费不用跑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
税务局按照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的要
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税收主业，聚
焦服务“六稳”“六保”大局这个主题，打好新
政策加力和老政策固力的“组合拳”，全力
确保政策红利直达每个市场主体。

（一）提升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落实
全局党员领导干部树牢党员意识，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以党建为抓手、
为引领，探索实践新“纵合横通强党建”
机制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
平，带动干部推进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继续加大减税降费落实 让税
收红利惠及力度更广更大

统筹做好落实减税降费和依法组织
收入工作。一方面，不折不扣落实好减
税降费政策，对照政策逐项抓落地，对照
纳税人、缴费人需求逐一抓好服务，确保
该减的减到位、该降的降到位、该抵的抵
到位、该退的退到位、该缓的缓到位，激

发市场主体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建
立健全税费收入质量监控和分析机制，
利用税收大数据完善分税种、分费种的
收入实时监控体系，开展违规征税收费
专项整治，坚决防止征收“过头税费”、违
规揽税收费以及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市
场主体不合理负担。

（三）优化纳税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对标一流，争先创优。主动对

标国内先进税收营商环境样板，树强标
杆意识。二是强化宣传，凝聚共识。通
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工作举措，广泛听取企业和社会各界意
见建议，积极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大力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氛围。三
是统筹推进，狠抓落实。统筹推进《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确保每一项涉税任务落
地落实，切实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四是
跟踪评估，持续优化。定期对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工作成效进行跟踪评估，强化
过程监管，及时纠正和整改，实现税收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 （冯瑞雪）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税务局
减税降费持续显效 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阴山北麓，大漠之南，诗画草原，英
雄达茂。2021 年 7 月 31 日，达茂联合
旗税务局义务为“内蒙古第 31 届旅游那
达慕大会暨达茂联合旗第 8 届文化旅游
节”提供文化事业相关税收咨询服务，
并结合“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
2021 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主题，为旅
游节送上“税宣大礼包”。

税蓝助力
达茂联合旗税务局 8 位青年税干

组 成 税 宣 小 分 队 ，走 进“ 内 蒙 古 第 31
届旅游那达慕大会暨达茂联合旗第 8
届文化旅游节”开幕现场，就会展、表
演等税收优惠政策和全年一次性奖金
相关个人所得税计算等有针对性地进
行 了 辅 导 。 同 时 将 社 保 线 上 缴 费 流

程、“有人管，帮您办”管理模块和“码
上办税指南”电子二维码操作指引等
一 系 列 便 民 举 措 在 开 幕 式 上 广 泛 宣
传，现场发放宣传册 500 余份，答疑解
惑 40 多人次，让游客在欣赏悦目表演
的同时，收下“税宣大礼包”，深切感受
到税务部门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的决心与诚意。

魅力添彩
达茂联合旗税务局将持续落实好

减税降费政策,不断优化税费服务举
措，以春风化雨的行动和精准高效的服
务，切实为纳税人办实事解难题，助力
达茂联合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让税务
蓝为广袤草原增色添彩。

（宋甜甜）

风采那达慕 魅力税务蓝
——达茂联合旗税务局为内蒙古第31届旅游那达慕大会送上“税宣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