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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25日上午 9点，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销售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公司”）与
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秋林里道斯”）、黑龙江秋林
格瓦斯饮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
林格瓦斯”）联合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
致同意就营销网络共享、产品品牌使用、
产品联合研发等方面实现品牌价值与资
源共享，实现互利共赢。中石油黑龙江
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师野，总经理助
理、非油品分公司党委书记杨彬，副总会
计师许建勋以及零售处，非油品销售分
公司，哈尔滨销售分公司领导，与秋林里
道斯集团董事长仲兆敏、秋林格瓦斯总
经理仲继冬、秋林里道斯总经理林珈旭
共同出席并见证签约。

签约仪式上，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师野在致辞中指出，中
石油黑龙江销售公司作为黑龙江省成品
油市场主渠道供应商，占据市场 70%以
上的绝对份额，同时开展“昆仑好客”便
利店等非油业务。公司坚持“诚信、优

质、开放、共赢”的经营理念，自觉将公司
的战略规划融入到黑龙江省的发展大局
当中，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的协调
发展、融合发展，践行着国有企业服务国
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使命。此
次与百年企业秋林里道斯集团及旗下秋
林里道斯、秋林格瓦斯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是源于双方经营理念、商业文化的高
度一致，双方在战略联合、专业分工、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
识。此次签约仪式只是一个开端，希望
通过与百年老字号的杰出代表、本土民
营企业的标杆企业开展示范性合作，开
启央企与地方民营企业合作的新篇章。

秋林里道斯董事长仲兆敏表示，通
过贯彻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精神和
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正式实施，我
们感受到了国家在政治和法制层面对民
营经济发展的重视，此次与央企航母中
国石油黑龙江销售公司的战略合作，更
体现出央企扶持地方企业发展，助推地
方品牌走向全国的支持力度，是对黑龙
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剂强心针。年销售
额逾几百亿的央企与 119年老字号民企

的合作，可以被形象地比喻为“大手牵小
手”，它开辟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为
助推龙江经济发展开了好头、树立了标
杆。

此后，秋林格瓦斯总经理仲继冬、
秋林里道斯总经理林珈旭与中石油黑
龙江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师野共同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合作新
篇章。

据了解，自2018年11月合作项目试
水起，秋林格瓦斯与中石油在短短的两
个月时间内就研发出了在“昆仑好客”连
锁便利店渠道全线销售的订制产品。产
品一经推出，即获得中石油总公司、十余
个省级分公司的广泛认可，已完成 400
万元订单的销售。未来秋林里道斯的小
Q系列等休闲包装食品与秋林格瓦斯旗
下各饮品将通过省内 1100多家加油站、
全国 20000多家“昆仑好客”便利店销往
全国，真正使哈尔滨的地方名片特产走
向大众。同时，双方还将在产品生产流
程、连锁经营模式、大数据智能制造等多
个领域开展合作，全面助推“油头化尾”

“粮头食尾”精神的落地。

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公司与秋林里道斯、秋林格瓦斯

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2019年 4月 27日，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中医临床思维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哈尔滨齐鲁国
际酒店召开。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
席马建中、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张晓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孙忠人
出席大会并致辞，国医大师卢芳莅临现
场并做学术讲座。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美
国、韩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界
专家同仁共四百余人到场参会。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姜德友，
当选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临床思
维专业委员会首届会长。

上午 9时许，成立大会开幕。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李
建民主持开幕式并介绍参会领导及来
宾。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学术部主任
潘平宣读中医临床思维专业委员会成立
批复和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及顾问名单。
随后，马建中主席为专业委员会授牌，并
为姜德友教授颁发会长聘书。主席台领
导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等颁发
聘书。

姜德友会长在表态发言中，对能够

当选首任会长表示万分荣幸。他指出，
中医临床思维是中医学之魂，是提高临
床疗效的关键，是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
核心。当今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临床思维
的弱化，已成为中医药优势特色发挥及
人才培养传承的瓶颈。因此，积极投身
于中医临床思维的研究与实践，对培养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深化中医理论等具
有重要意义。未来专业委员会将在世中
联的领导下，用中医的规律、中医的思
维、中医的智慧，解决全球对健康的需求
和期盼。

孙忠人校长在致辞中首先代表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向与会领导及来宾表达
问候，并向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和学术年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孙校长指出，专业
委员会的成立对于探索中医临床思维内
涵，构建中医临床思维方法体系，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培养中医药人才具有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推动作用。希望各位同
道能够以本次学术年会为契机，增进交
流、加强协作，促进中医药学术繁荣与创
新，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再添新
功。

张晓峰局长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
统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明确提出以高
度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实现。在此精神的引领下，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今后必将继续加
大对中医药行业的保护力度，大力执行
对现代中医学术流派的立法保护；同时，
增加对龙江医派学术研究的科研支持，
促进中医临床思维的构建和实施，争取
多出成果，造福龙江人民。

马建中主席在致辞中说，衷心希望
中医临床思维专业委员会能够团结一
心把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构
建起来，加强学术交流，在继承的基础
上创新发展。同时希望各位中医同道
能够培养好具有文化自信、能够用中医
临床思维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优秀人
才，积极传播好中医文化。预祝专业委
员会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够有所作为、有
所成就，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
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学术讲座，国
医大师卢芳、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邢玉
瑞、美国国际医药大学教授万国志、姜德
友会长、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
张国骏、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教授王
伯章、开封市中医院院长庞国明、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贾春华、上海中
医药大学曙光医院教授余小萍、广东省
中医院中医思维研究室主任高燕翔教
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张天
奉分别做专题讲座。这场由国内外中医
专家带来的学术盛宴，令与会中医同仁
感到受益终身。

据姜德友会长介绍，成立世中联中
医临床思维专业委员会旨在团结、荟萃
研究中医临床思维的学者专家，搭建中
医临床思维学术交流平台，探究中医临
床思维内涵，构建中医临床思维方法体
系，并进行临床推广、转化、应用，培养中
医临床思维素质好、学术理论水平高、临
床经验丰富、疗效卓著的新一代中医群
体，不断提升中医药在生命全过程中的
服务力，为推进健康中国，助力人类健康
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张锐 郑文韬）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临床思维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举办

序号 客户名称 种类 所在地 贷款本金余额 欠息 债权本息合计 担保类型 备注

（截止日2017年9月10日）

1 黑龙江圣丰伟业木制品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2,357,371.96 522,529.75 12,879,901.71 抵押+保证；抵押物为债务企业名下的厂房及土地，其中土地面积为10863平方米， 已诉

性质为出让地，抵押厂房两座，面积分别为867平方米和7668平方米，已办理抵押

登记。保证人樊恩华、谢时萍

2 哈尔滨飞达世纪体育用品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3,840,000.00 777,279.66 14,617,279.66 抵押+保证；抵押物位于肇东市北六街商业第A街新亚公寓5楼的四处商服，面积 已诉

共计2150.7平方米。保证人：董文龙

3 黑龙江星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39,569,046.61 6,623,186.49 46,192,233.10 抵押+保证；抵押物为瑞景国际小区（1期）和瑞景志德园小区（2期）的商服和车库， 已诉

其中商服6套 ，面积合计 818.16 平方米，车库37个，面积合计1397.71平方米。

保证人曲国隆、曹洪飞；北京佳农永兴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天泽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丰华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4 哈尔滨市元通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591,504.53 146,781.70 1,738,286.23 抵押+保证；抵押物为哈尔滨市区内的两处房产，分别为郑庭和名下位于哈尔滨市 未诉

道外区地灵街25号台胞小区7单元4层3号的一处房产，房屋建筑面积为145.13平

方米；于承震名下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306号花园商住A栋19层2号的一处

房产，房屋建筑面积为191.05平方米，同时两处房产均已办理了抵押登记

保证人：于承震

5 哈尔滨市建盛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990,147.85 70,215.46 2,060,363.31 保证人：吴建华、吴春成、范庆龙、黄文新、鲍作洲 未诉

6 哈尔滨中建经贸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881,566.59 67,852.26 1,949,418.85 保证人：吴建华、吴春成、范庆龙、黄文新、鲍作洲 未诉

7 哈尔滨广顺成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890,053.80 68,158.28 1,958,212.08 保证人：吴建华、吴春成、范庆龙、黄文新、鲍作洲 未诉

8 哈尔滨市凯业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890,429.67 68,164.98 1,958,594.65 保证人：吴建华、吴春成、范庆龙、黄文新、鲍作洲 未诉

9 哈尔滨金洲建材有限公司 债权 哈尔滨 1,890,303.32 68,160.53 1,958,463.85 保证人：吴建华、吴春成、范庆龙、黄文新、鲍作洲 未诉

10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惠好建材经销处 债权 哈尔滨 2,197,313.29 194,870.99 2,392,184.28 保证人：范洪贵、赵旭光、林徐坤、高明嵩、黄良俊、黄真真 未诉

11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亿坤建材经销处 债权 哈尔滨 2,197,313.29 194,964.02 2,392,277.31 保证人：范洪贵、赵旭光、林徐坤、高明嵩、黄良俊、黄真真 未诉

12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肖高建材营销处 债权 哈尔滨 2,197,313.29 194,875.79 2,392,189.08 保证人：范洪贵、赵旭光、林徐坤、高明嵩、黄良俊、黄真真 未诉

13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丰叶陶瓷经销处 债权 哈尔滨 1,897,313.26 173,994.41 2,071,307.67 保证人：范洪贵、赵旭光、林徐坤、高明嵩、黄良俊、黄真真 未诉

14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良俊陶瓷经销处 债权 哈尔滨 2,197,313.29 194,785.23 2,392,098.52 保证人：范洪贵、赵旭光、林徐坤、高明嵩、黄良俊、黄真真 未诉

15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洪龙建材经销处 债权 哈尔滨 1,897,313.29 174,060.51 2,071,373.80 保证人：范洪贵、赵旭光、林徐坤、高明嵩、黄良俊、黄真真 未诉

合计 89,484,304.04 9,539,880.06 99,024,184.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黑龙江圣丰伟业木制品有限公司等15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拟对从浦发行哈尔滨分行收购的15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
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或部分打包公开转让、债务减免、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
价转让、挂牌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资格和交易条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一年。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

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
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00 0451-53607983
传真：0451-53623914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0号
邮政编码：15000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30日

尊敬的客户：
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相关规定，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个人银
行账户实名制规定的相关要求，维护存
款人合法权益，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
分行将开展个人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
需要核实的客户身份信息范围包括：姓
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工作单位
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

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
自 2019年 4月 1日起，中国建设银

行黑龙江省分行将根据《金融机构客户
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保存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客户先前提
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已过有效
期，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
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
户办理业务”，对在我行留存身份证件

信息不完整、不真实、身份证件有效期
过期、身份证件类型有误等情况的客户
名下账户中止提供金融服务。

为避免广大客户因身份证件有效
期过期而带来不便，中国建设银行黑龙
江省分行温馨提示您，尽快携带本人身
份证件到我行营业网点查询、完善本人
身份信息，或拨打客服电话 95533进行
咨询。

建设银行对身份证件有效期过期客户
中止金融服务的特别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