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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额（元） 担保情况
号 本金 担保

债务人名称 （折合人民 利息 合计 方式 担保人
币金额）

1 大庆宏庆建筑安装工程处 3,000,000 3,787,479.61 6,787,479.61 抵押 王新文
2 黑龙江省宏伟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2,553,256.94 3,553,256.94 抵押 王新文
3 大庆市华运石油添加剂有限公司 200,000 318897.45 518,897.45 抵押 纪国忠
4 大庆市金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209445.41 1,209,445.41 信用
5 大庆市三隆土方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9,500,000 35188428.51 44,688,428.51 抵押 大庆市三隆土方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6 大庆开发区永利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3,999,408 14,416,578.36 18,415,986.36 抵押 于涛
7 大庆秋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2,130,000 113,724,251.75 145,854,251.75 抵押 大庆秋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8 黑龙江省大庆市吉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7256659.3 169029578.45 286,286,237.75 抵押 黑龙江古龙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吉泰农牧有限公司
9 大庆市萨尔图区双辉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210,000 274907.23 484,907.23 保证 大庆市萨尔图区奥捷汽车维修处
10 大庆市贵民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 3,228,037.58 4,228,037.58 抵押 大庆市欣祥食品有限公司
11 大庆市萨区达华铝合金专卖商店 200,000 257689.22 457,689.22 保证 大庆市国良铝材经销有限公司
12 大庆市大同区博大物资供应处 380,000 459,936.56 839,936.56 保证担保 大庆市大同区银河塑料编织厂
13 大庆市大同区绿原畜牧有限公司 2,000,000 2,465,794.96 4,465,794.96 保证担保 大同区志鹏种鸡场
14 大庆朝锐纺织有限公司 78,760,000 213,093,541.29 291,853,541.29 抵押 本公司机器设备、亚麻布抵押
15 大庆东莹纺织有限公司 24,000,000 87,954,394.90 111,954,394.90 抵押 大庆朝锐纺织有限公司房产土地抵押
16 大庆佳昌科技有限公司 10,100,000 30,348,639.72 40,448,639.72 信用
17 大庆市斯宝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6,000,000 162,479,213.42 198,479,213.42 保证担保 大庆市亚力得经贸有限公司、大庆佳昌科技有限公司
18 大庆石化总厂机械厂三和实业精细化工厂 150,000 510,392.92 660,392.92 担保 大庆市龙凤区军广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大庆石化总厂机械厂三和实业精细化工厂 350,000 1,190,916.82 1,540,916.82 质押 大庆石化总厂机械厂三和实业精细化工厂
19 大庆市太福化工有限公司（大庆市银兴化工有限公司） 147,600,000 272,167,830.53 419,767,830.53 抵押、保证
20 45,000,000 106,170,401.04 151,170,401.04 抵押、保证 大庆市太福化工有限公司担保及该公司设备抵押
21 大庆市绿生磁性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903,840 3,127,472.52 4,031,312.52 抵押 市政府下属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办公楼
22 大庆市龙凤林业生产技术服务公司 170,000 280,951.20 450,951.20 保证 大庆市龙凤区农业生产技术服务总公司
23 大庆市巨隆昌经贸有限公司 5,140,000 14,477,382.75 19,617,382.75 抵押、保证
24 蒋志忠 180,000 223,656.48 403,656.48 抵押 蒋志忠
25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太有限公司 5,000,000 11,911,783.71 16,911,783.71 抵押 公司房产抵押
26 大庆市百盛汇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0 15,532,427.61 25,532,427.61 保证 大庆市亚东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27 大庆市红岗区少朋纸厂 380,000 904,073.18 1,284,073.18 抵押 大庆市红岗区少朋纸厂设备
28 大庆翔实实业公司 13,000,000 47,358,631.74 60,358,631.74 抵押
29 林甸县鑫淼地热实业有限公司 3,640,000 5,638,978.20 9,278,978.20 抵押 林甸县鑫淼地热实业有限公司
30 周铁东 100,000 244706.3 344,706.30 保证 大庆市利达广告信息公司
31 常晓东 680,000 767,490.66 1,447,490.66 抵押保证 林甸县东方百货有限公司
32 程卫峰 40,000 67473.03 107,473.03 抵押 程卫峰
33 刘景光 1,000,000 2,447,033.94 3,447,033.94 保证 大庆市凯群经贸有限公司
34 吕常华 170,000 124,298.55 294,298.55 抵押 李茂林 王英
35 腾桂霞 760,000 164,628.35 924,628.35 抵押 腾桂霞
36 王海波 460,000 1057209.73 1,517,209.73 保证 大庆市新奇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7 许传斌 500,000 1165187.14 1,665,187.14 保证 大庆市新奇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8 王喜财 500,000 63882.44 563,882.44 保证 大庆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富强村村委会
39 王新文 0.00 680,625.50 680,625.50 抵押 王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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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李宝清 400,000 1,163,711.33 1,563,711.33 保证 大庆市铁蚂蚁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41 王义东 500,000 1,410,321.27 1,910,321.27 抵押 大庆东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2 于洪涛 290,000 1,009,508.70 1,299,508.70 抵押 杜蒙县金田有限责任公司
43 周洪新 500,000 1,868,566.69 2,368,566.69 保证 杜蒙县金田有限责任公司
44 张艳辉 75,000 115,636.05 190,636.05 保证 大庆市鸿鑫涛批发商行
45 关 伟 200,000 335,749.06 535,749.06 保证 大庆开发区永利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46 高后斌 200,000 188,642.70 388,642.70 保证
47 黄宝霞 100,000 167,627.75 267,627.75 保证
48 徐兴龙 100,000 154,951.43 254,951.43 保证
49 孙维镇 90,000 303,785.27 393,785.27 保证 萨尔图区飞行修理厂
50 常巨红 1,970.81 5,210.21 7,181.02 抵押 常巨红
51 张佰臣 500,000 1,018,284.44 1,518,284.44 保证 大庆市铁蚂蚁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52 吴永雷 7,000.00 120,870.54 127,870.54 抵押 吴立发
53 张 喆 170,000 314,849.51 484,849.51 保证 大庆市让胡路区计控仪表有限公司
54 王树波 72,483.18 72,987.64 145,470.82 担保 王丽艳
55 孔宪敢 200,000 648,577.54 848,577.54 担保 大庆萨尔图区吉奥汽配商店
56 藤士宝 280,000 554,452.59 834,452.59 抵押 大庆市东鹏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57 朱信山 100,000 207,259.63 307,259.63 担保 吴永强
58 高玉海 50,000 78,017.92 128,017.92 抵押 王 雪
59 马胜民 60,000 111,714.81 171,714.81 抵押 马胜民
60 沈中生 140,000 150,880.92 290,880.92 抵押 沈中生
61 王海艳 45,000 61,653.14 106,653.14 抵押 王海艳
62 王 军 20,000 33,184.49 53,184.49 抵押
63 温 玉 25,000 46,728.39 71,728.39 抵押 温 玉
64 杨 光 35,000 64,971.26 99,971.26 抵押 杨兰华
65 阴玉喜 200,000 347,180.26 547,180.26 抵押 阴玉喜
66 张 涛 60,000 64,733.10 124,733.10 抵押 张 涛
67 张彦良 55,000 75,353.92 130,353.92 抵押 张彦良
68 郑 和 70,000 130,333.92 200,333.92 抵押 李 国
69 李炳波 150,000 251,216.31 401,216.31 抵押 李炳波
70 李都军 190,000 239,538.12 429,538.12 抵押 李都军
71 李 国 170,000 316,525.18 486,525.18 抵押 李 国
72 刘晓明 80,000 149,461.07 229,461.07 抵押 张贵停
73 马殿文 35,000 47,958.28 82,958.28 抵押 马殿文
74 郭德玲 50,000 53,901.51 103,901.51 抵押 郭德玲
75 胡景贵 180,000 195,783.34 375,783.34 抵押 吴春林 于宏军 胡晓辉 吴春强
76 吉春禄 175,600 325,970.40 501,570.40 抵押 吉春禄
77 姜胜国 68,000 73,759.46 141,759.46 抵押 姜胜国
78 蒋新明 90,000 167,572.21 257,572.21 抵押 蒋新明

大 庆 市 红 岗 区 人 民 政 府
大庆市红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威 海 市 万 必 达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转 让 暨 债 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
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政府及其授权单位大庆市红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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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威海市万必达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已经签署完毕。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政府及其授权单位大庆市红岗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威海市万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威海市万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由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继承人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备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数据为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借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债务人和担保人实际应支付给威海
市万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本金和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特此公告。

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政府
大庆市红岗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威海市万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5日

房屋所有权人郑廷和、房屋所有权人杨彪、房屋
所有权人康志波、大庆市翔实有限公司两处房产

担保单位为大庆石油管理局第七采油厂、厚德福酒店房屋抵押

大庆市太福化工有限公司房产土地抵押、
黑龙江鑫威格药业有限公司保证

大庆市鑫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大庆市太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韩波）在不足
10平方米、没有集中供暖和排水
设施的昏暗小屋居住了几十年
的刘子英，在今年两会刚结束之
际，从哈尔滨市主要领导口中，得
到了将在4月初动迁的喜讯。不
仅如此，一定要让真正生活困难
的老人先住进新房的政府承诺，
也让在道外区公益街至振江街
以北及现状住宅围合区域内居
住了几十年的家庭困难老人，住

上好房子的梦想指日可待。今
年，哈尔滨市棚改项目力争开工
一万套，市直各部门、各区将迅速
开通棚改工程服务直通车，为棚
户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顺应百
姓期待，打造国际化样板工程，让
棚改项目成为区域新地标。哈
市提出，棚改项目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不能因为几个钉子户影响
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这是记
者日前跟随哈尔滨市长宋希斌

对部分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进
行调研及在随后召开的全市棚
改工作汇报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今年是国家三年棚
改攻坚的最后一年，也是启动
2018~2020年三年棚改计划的承
接之年，棚改任务、难度和机遇
前所未有。哈尔滨市以“让人民
群众住上好房子暖屋子”为目
标，市政府印发棚改重点任务分
解，出台考核奖励办法，拿出 2

亿元奖励资金，推动棚改项目。
今年开始，哈市还将创新补偿方
式和征收考核奖惩两个机制，破
解完成目标、征收净地和回迁安
置三大难题。同时提出，力争货
币化安置率达到 50%。

面对征收净地难题哈尔滨
市提出，棚改项目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不能因为几个钉子户影响
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棚改工
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征收，相关部

门要本着为基层服务、解决问题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政
策，加大监管力度，为棚改项目
创造条件。哈市要求各区征拆
干部要把情况摸透，把账算清
楚，搞明白违章建筑的历史成
因，建立并发挥百姓自治征拆组
织作用，依靠社区、街道的群众
力量，解决征拆难题，一方面保
证真正困难的群众通过民政补
助等渠道得到帮助，一方面严厉

打击套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
哈市还提出，要力争把城市

“伤疤”纳入棚改项目建设中，并
对综合配套进行规划设计。哈
市要求，棚改建设工作不允许再
有历史遗留问题；征收时限要严
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对违章建
筑坚决零容忍、零补偿；各部门
要全力支持棚改项目，以对历史
和城市负责的态度，主动服务，
敢于担当。

让国际化样板项目成为新地标
今年哈尔滨棚改项目力争开工一万套

□本报记者 韩波

直击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痛点”，尝试以股权与债权相结
合的新型模式，依托自身独具优
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为科创企
业等中小企业注入金融动力，破
解融资难题，这是哈尔滨科技金
融产业园为今年两会热词“投贷
联动”提供的独具特色的哈尔滨
样本。不到半年间，该产业园已
为四家中小企业融资上千万元，
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

“投贷联动”
让科企创新活力倍增

日前，记者来到获得“投贷
联动”金融支持的哈尔滨市同心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
轻资产科技创新型企业，主导产
品是为高铁环境动力系统配套
用于远程监控的采集机系统。
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
这一集成软硬件系统的采集机
已覆盖兰新、厦深等国内七条高
铁干线。同心科技董事长兼总
经理杨志成对记者说：“公司技
术研发团队的软硬件开发能力
目前在国内居领先水平，但面临
资金短缺、对未来市场把握视野
不开阔等发展‘短板’。”今年初，
负责运营科技金融产业园的我
省唯一获得互联网金融资质、挂
牌新三板的哈尔滨市元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投贷联
动”模式，把债权与股权相结合，
为同心科技注入近 500 万元资
金，解决了科企技术研发的燃眉
之急。更重要的是，由“债主”变
身公司股东，引入更现代的管理
理念，让同心科技的发展路径走
向了更高端。杨志成说：“对企
业来说，‘短板’在哪里，第一生
产力就在哪里。投贷联动，让我
们企业的‘第一生产力’释放出
新能量。”

记者在走访同样获得“投贷
联动”服务的科创企业——哈尔
滨中保信科技有限公司时了解
到，这家总部设在哈尔滨，研发
与运营遍布上海、江浙等国内多
个地区的科技金融企业，专注于
解决消费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互
联互通。而元丰小贷公司以“投
贷联动”方式入股该公司，形成
了与科企风险共担的利益格
局。中保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俞帆对记者说：“借助元丰公
司的互联网金融资质，利用中保
信的技术优势与保险资产平台，
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了基于
资产端与资金端互联互通的国
内创新型服务模式，共同在互联
网消费金融领域大施拳脚。”

截至目前，哈尔滨科技金融
产业园已在四家实体企业试水

“投贷联动”，注入金融动力的同
时，股东身份的利益连接，也让

实体企业未来发展活力倍增。

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撑起“投贷联动”

2016年，“投贷联动”第一次
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今年，

“投贷联动”再次成为破解科创
企业融资难题的两会“热词”。
据了解，国家“投贷联动”试点集
中在 10 家银行，而一些非试点
机构也在尝试探路，直击融资难

“痛点”。哈尔滨科技金融产业
园的创新实践，正为此打造出了
独特的哈尔滨样本。

负责运营科技金融产业园
的哈尔滨市元丰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杰告诉记
者：“之所以能够试水成功，关键
在于元丰小贷公司拥有我省唯
一的互联网金融资质。元丰公
司从拓展互联网消费金融入手，
快速步入国内互联网金融平台
进行金融资源整合，并首创“银
企联贷网络业务”模式，联手大
兴安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助互联网金融创新服务
企业大连微神马科技公司，共同
打造了互联网科技“小贷”。”徐

晓杰告诉记者，不到半年时间，
互联网科技“小贷”和以资金输
出为主线的B2B2C模式，已创造
了放款63亿元的交易规模，成为
国内规范运营规模最大的互联
网消费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
这一过程中，吸引了国内 18 家
商业银行以“银企联贷网络业
务”模式，进入这一产业链；来自
深圳、上海、大连及省内等地，涵
盖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风控、投
资管理、保险、创投及高科技等
领域的多家国内知名互联网金
融产业链企业，争相进驻哈尔滨
科技金融产业园，我省首个创新
型科技金融生态圈的体量和规
模不断壮大，为探路“投贷联动”
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最早进驻哈尔滨科技金融
产业园的微神马科技（大连）有
限公司 CEO 曹天佑对记者说：

“哈尔滨科技金融产业园目前集
合了互联网金融生态圈的要素
产业，特别是大数据风控、电子
签约等国内技术领先的企业不
断加盟，以及与近30个金融机构
建立业务联系，基本形成了闭环
式互联网金融生态圈，为未来破
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题打下坚实
基础。”

建立企业增信体系
便利民间投资

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问题，瓶

颈究竟在哪里？作为民间投资
的一个代表，负责运营哈尔滨科
技金融产业园的徐晓杰深有感
触，她对记者说：“建立中小企业
增信体系，向民间投资领域开放
共享，也是需要突破的瓶颈之
一。”据了解，在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与“双创”背景下，我省科技
创新型中小企业蓬勃兴起，融资
需求十分旺盛。但是，由于初创
期科创型企业轻资产、高风险的
特点导致缺乏抵押资产，很难获
得银行贷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突出。同时，企业增信体系建立
滞后，使一些有能力提供融资的
民间资本、基金机构等，没有可
参考的数据进行风险评估，从而
导致难题无力破解。徐小杰表
示：“投贷联动能够提升各类资
本参与科创型企业融资的热情，
通过股权融资不仅满足了科技
型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长期资
金，还可以帮助把握日常运营管
理，确保互利双赢。政府应该加
速建立中小企业的增信体系，打
造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建立激
励机制，或匹配相应的引导基
金，鼓励民间资本助力实体经济
发展。”

图为哈尔滨科技金融产业
园入驻企业微神马科技（大连）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对大数据
风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本报记者 韩波摄

探路“投贷联动”激活一池春水
哈尔滨科技金融产业园依托互联网金融破解科企融资难题

本报讯（记者薛婧 韩丽
平）记者在 17日哈尔滨市国
资委召开的国有企业“三供
一业”（供水、供热、供电及物
业管理）分离移交座谈会上
获悉，近日，哈尔滨铁路局分
别与哈供水集团二次供水公
司、哈工投集团中润物业公
司签订了《哈尔滨铁路局职
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哈尔
滨市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进入冲刺阶段，加快
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和
历史遗留问题，以进一步增
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据
悉，今年年底前哈市将全面
完成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这比国家要求的
2018年年底基本完成的时间
节点提前了一年。

据了解，哈尔滨市是重
点老工业城市，国有企业家
属区多建于上世纪 50~60年
代，房屋年久失修，供热、供
水设备和管网老化并超期服
役，一些国有企业处于停产
半停产或关停状态，无力承
担“三供一业”职能。2008
年，哈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当
时，全市共有 82户国有企业
承担着职工家属区供热、供
水、供电及物业管理等社会
职能，其中：中央企业 39户，
省属企业 4 户，市属企业 39
户。国有企业家属区供热总
面积 1356.51万平方米，占全
市 城 区 居 住 总 面 积 的
29.6%，物业管理总面积为
1461.66万平方米，占全市城
区居住总面积的 30.85% 。
经过多年来的持续推进，截
至目前，哈市已分离移交 76
户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其中：中央企业 33户，
省属企业 4户，市属企业 39户。

据不完全统计，76户国有企业“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后，每年可以减少维修费用支出以及
补贴近 8亿元。市政府每年还可以减少上千万
元的困难企业冬煤补贴款支出。同时，通过实
施“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还增加了接收企业
哈市供水集团、物业供热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
的服务面积。

“‘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被视为推动国企
‘瘦身减负”的重要手段。哈市这项工作开展的
较早，到目前为止，市属和省属企业分离移交已
经完成，今年我们将全力推进余下 5户央企的
分离移交工作，目前看进展顺利。”哈尔滨市国
资委党委书记、主任于得志说，“三供一业”分离
主要目的是要改变过去企业办社会，大而全，效
率不高，对主业有影响，辅业负担重的局面，使
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能够聚
焦主业、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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