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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浩特红云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浩特市敖梦尔木业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市敖梦尔木业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经营实木中式、欧式、板式、办公等高
中档系列家居家具及全屋定制家居家具。
咨询电话：
15034809660

传承百年工艺、纯粮固态发酵 ，红云老酒
——匠心酿制 ！老朋友、老感情、老味道！开盖
扫码，
码上得红包！
咨询电话：
0482-8522999 8522888 8522555

内蒙古瑞祥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嘉鹤牧业

内蒙古瑞祥农牧业开发有限公
司专业生产全元素高效有机肥、
复合
微生物肥、
生物有机肥等系列产品。
咨询电话：
0482-8420933

嘉鹤牧业，
专注牛羊饲料，
农大技术，
营养
实惠，
品种齐全，
专车送货，
热心为养殖户服务。
营销服务热线：
15004831188

乌兰浩特市松洲园食品加工厂

兴安盟岭南香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浩特市松洲园食品加工厂，
为红城百姓能吃上真正安全健康的
食品而奋斗。
咨询电话：
18248214913

农垦粮人

兴安盟岭南香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的岭南香大米被国家授予“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
咨询电话：
13948999508

内蒙古八骏马
民族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走进兴安，
遇见农垦，
匠心独运，
农垦粮人！
咨询电话：
1534407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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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德源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日出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记忆中的时光，忘不掉的味道——蒙
果饮料！
咨询电话：
16604823008

内蒙古日出东方药业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品种有防风、甘草、黄芪、赤芍、黄芩等 20
多个品种。
咨询电话：
0482-2847077 18704820588

乌兰浩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
林春家居

企业使命：为农民种上好种子
而奋斗终生
企业理念：同一群人，同一个声
音，
同一个方向，
是每一个人的胜利。
咨询电话：
0482-8281586

本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家具生产机械设
备，
是生产、
销售、
售后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咨询电话：
15704813337 0482-8889889

内蒙古红城乳业有限公司

兴安盟蒙兴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每天一杯红城奶，
健康身体喝出来！
咨询电话：
13948991008

兴安盟蒙兴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一
家以农业创新技术研发为主，
种植有机食品
和优质农产品及加工、
销售为辅，
配套休闲观
光农业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公司。
咨询电话：
13948281706

内蒙古迎晨服装集团

咨询电话：
15004820777

闻鸡起舞 迎晨放歌
咨询电话（微信）：
15904825528

内蒙古草原朗润食品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市凯源科技有限公司

竞速文体基地蹦床中心
用责任心做事 用感恩心做
人 蹦出快乐 蹦出健康
咨询电话 :15705025555

企业宗旨：
做健康食品
企业精神：
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
咨询电话 : 0482-8510678
13948892277

以质量求生存，
以诚信求市场，
以科
技求发展，
以管理求效益。
咨询电话：
15048260570

内蒙古兴安盟可为食品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482-3801999 18947931999

关于 2021 年审核征收 2020 年度所属期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作的公告
盟内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况表，
要求准确体现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全年工资总支出等信息加盖公章。4. 残疾职工的身份证、
《中华人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内财非税规〔2018〕9 号）《内蒙古自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1 至 8 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5. 用人单位与残

治区贯彻落实 < 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 > 的实施意见》（内残联

疾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
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编制证，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6. 用人单位为残疾职

发〔2021〕10 号 ) 等文件要求 , 现将我盟 2021 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审核、征收工作通

工缴纳的社会基本保险凭证（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12333 网站自行下载）
，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统筹优化残保金征收

知如下：
一、审核对象及审核征缴时限

（一）实行分档征收。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残保金实行分档征收政策。其中：

（一）审核对象：兴安盟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含）— 1.5%（不含）之间的，按应缴费额 50% 征收残保金；用人单位安排

（二）审核时间：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残疾人就业比例 1% 以下的，按应缴费额 90% 征收。

（三）缴费时间：确认审核无误后次日至 10 月 31 日前到主管税务局进行缴费。
二、审核方式
（一）自主申报审核。为了方便用人单位和提高效率，无安置残疾人的用人单位可直接通过互联网登录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网上申报系统”填报申报材料。第一步：用人单位打开网址 http://www.
nmgcjrjybzj.org.cn/，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发送本单位信息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登录网上申报系统。第
二步：点击“残保金审核信息”打开后，填写“在职职工人数”和“企业上年度年平均工资”
，填写申报人的个

( 二 ) 暂免征收小微企业残保金。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职职工人数在 30 人（含）
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四、注意事项
（一）用人单位填报信息要保证真实、有效。
（二）提交审核资料后，残联审核人员即可同步看到信息，用人单位要关注二维码公众号，获取残联反馈
的审核结果，次日到主管税务局缴纳残保金，数据提交后无法撤回修改。

人信息，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附带资料（1.《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加盖公章。

（三）对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缴、少缴残保金的用人单位的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

2. 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3. 上一年度单位在职职工 1 月份、6

（四）《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在兴安盟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网站，右下角下载

月份、12 月份工资表。4. 上一年度单位年终决算报告中的基本情况，要求准确体现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全

专区下载，网址（http://www.xamcjrjy.cn/）。

年工资总支出等信息加盖公章），确定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第三步：残联审核员登录 VPN 进入系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详询电话：

统后，查看上传资料，有问题填写“退回原因”点击“退回”按钮，没有问题点击“审核通过”按钮即审核完毕，

盟本级：0482-8422005

乌兰浩特市：0482-8422005

阿尔山市：0482-7123018

系统自动将审核结果通过公众号发送给用人单位。

科右前旗：0482-8422005

扎赉特旗：0482-6129920

科右中旗：0482-4789003

（二）残联现场审核。有安置残疾人的用人单位必须到所在地残联审核点进行申报审核。须提供材料：

突泉县：0482-5130689

1.《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加盖公章。2. 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证书或营业

兴安盟残疾人联合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3. 上一年度单位在职职工工资表 1 月份、
6 月份、
12 月份，年终决算报告中的基本情

国家税务总局兴安盟税务局

减资公告
扎赉特旗隆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52223MA0QKEHX6N）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少至
30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没有提出要求，公司将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扎赉特旗隆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4 日

声明作废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不慎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新生儿姓名：王俊 ，性别：男，母亲姓
名：陈秀英，父亲姓名：王凯，编号：P15021333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不慎将残疾人证丢失，姓名：吕翔，残疾人证号：152221200408013
6195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经营者名称：乌兰浩特市其布
尔奶食品店，许可证编号：JYT152201002460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单位名称：兴安盟奋飞建筑劳务分

巍其日莫，特此声明。

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21399873961Q，法定代表

注销公告

人：郭春雨，特此声明。

     经股东会决议兴安盟奋飞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拟向登记机关

遗失声明

申请注销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21399873961Q，法定代表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单位名称：乌兰浩特市柳树国运输

人：郭春雨，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户，法定代表人：柳树国，注册号：152201600192696，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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