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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江西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累计担保突破5000亿元

黑龙江农担贡献500亿元

支持粮食种植占全国农担四成

热烈庆祝全国农担体系建立热烈庆祝全国农担体系建立 周年周年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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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奔
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作为清算
人的我们，亦在其中。

当疫情正处于严防严控阶段，清
算战线人员为维护支付系统运行稳
定，畅通社会资金流转而焚膏继晷，夙
兴夜寐。疫情期间，并无交通工具通
行，只能步行上班和前往央行清算，再
拖着疲惫的身躯进行消杀隔离工作。
在黑夜里，信仰星河的人流浪，信仰月
亮的人奔跑，信仰太阳的人等待天亮，
而我们信仰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中
国共产党一定会带领我们突破重重阻
碍，战胜疫情，我们期待明天，用清算
工作为祖国效力。

曾经有一盏灯，用自己的微光撕
破了暗夜的一角，又经过千万人的接

力，想让这个世界星火不灭。作为清
算人的我们也接过了这盏灯，为中国
抗击疫情略尽绵薄。我们以那些战斗
在一线，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的医护工
作者为楷模，坚守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维护疫情期间支付清算系统运行
的稳定，畅通社会资金流转，为抗击疫
情助力复产复工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劲往一处使，齐心
协力抗击疫情。

现今，中国各方面产业已复工复
产。作为清算人的我们，此时肩头
所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面对清算
服务的多元诉求，更加需要坚持党
的领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凡益
之道，与时偕行，让清算行业再发新
芽。

我们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热爱而有
力量，因为热爱而坚守，更因为热爱而
创新，我们与清算行业互联互通，休戚
与共。我希望能够在清算行业中躬耕
自我的理想抱负，实现自我价值，肩负
起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作为青年人
的我们，作为清算人的我们，都应该迎
着艰险和深埋于其中的希望而启程，跟
随生命的指引，航向那被允诺和贡献于
过去的未来。

作为清算人的我们，以此为根基，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踏踏实实地
学习理论知识，并积极投身实践，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
瓦。守护祖国这大好河山，我们清算
者，当尽一份力。

（姚舜禹 魏镇远）

直面清算多元诉求 让行业再发新芽

招标公告
工程全称：牡丹江某部队两项新建工程；施工地点：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工程规模：共两个标段，一标段为水上训练场新建
工程；二标段为攀崖训练场新建工程；工程估价：一标段约265
万元，二标段约990万元；有意向参与投标的企业,详细情况请
登陆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17时
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0453-8831888

驻牡丹江某部队 2021年7月8日

征招招投标公司公告
我公司下属企业哈尔滨田地金属材料市场有限责任公

司现有道外区水源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对外征招具有资质的
招投标代理公司，有意者请于 7月 9日 16:00前打电话报名，
我公司将按报名顺序取前五位作为征招单位，从中抽取负责
该项目的一家招标公司及一家备选公司。

联系电话：15946081106 联系人：谭先生
哈尔滨市供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大庆市丰绅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3户债权进行打包处置，截至
2021年5月31日，3户债权总额25968.56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种类 所在地 债权本息 抵押担保情况
1 大庆市丰绅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 肇州 19311.55 抵押、保证、质押

2 大庆市丰绅淀粉加工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浦发银行） 债权 肇州 1896.11 抵押、保证

3 大庆市丰绅淀粉加工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内蒙古银行） 债权 肇州 4760.90 抵押、保证

合 计 25968.5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大庆市丰绅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3户

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的公告

大庆市丰绅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截至2021年5月31日债权金额共计
19311.55万元，其中本金 11999.65万元，利
息 4061.20 万元，孳生利息 3250.70 万
元。贷款方式为质押、抵押、保证。质
押物为应收账款。保证人分别为翟士
军、邢桂勇、邢桂娟、邢有路、翟岩淞、邢
贵波、黄立春。抵押物为商服 35285平
方米、办公楼车间51330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189350平方米，以上抵押已办理了
抵押登记。

大庆市丰绅淀粉加工有限公司，截
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债权金额共计
1896.11 万元，其中本金 1022.10 万元，
利息745.23万元，孳生利息128.78万元，
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保证人翟士
伟、邢桂娟。抵押物为房产，面积
4181.2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4310.8平方
米，已办理房产、土地抵押登记。

大庆市丰绅淀粉加工有限公司，截
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债权金额共计
4760.90 万元，其中本金 2945.10 万元，
利息 1648.81 万元，孳生利息 166.99 万

元，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
房产 33051.8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10091.5平方米，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保
证人为黑龙江泽龙粮食加工技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邢有路、翟继文、邢桂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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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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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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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女士 李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3822

0451-53622994
传真：0451-53623914
通讯地址：哈市南岗区红军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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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酒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鑫亿粮油
加工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截至2021年3月31日，2户企业债权总额1511.5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种类 所在地 债权本息 抵押担保情况

1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酒厂 债权 杜尔伯特 687.29 抵押、保证

2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鑫亿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债权 杜尔伯特 824.27 抵押、保证

合 计 1511.5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酒厂等2户

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的公告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酒厂，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债权金额共计
687.29万元，其中本金 499.00万元，利息
84.55万元，孳生利息 103.74万元。贷款
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四处房产
建筑面积 4026.3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18000平方米，已办理抵押登记，位于杜
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一心乡前锋村。保
证人为王立新、高俊英、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鑫亿酒行。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鑫亿粮油加
工有限公司，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债权
金额共计 824.27万元，其中本金 598.81
万元，利息 100.97万元，孳生利息 124.49
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三
处房产建筑面积5765.35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 27950平方米，已办理抵押登记；位
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德力戈尔工业
园区。保证人为王立新、高俊英、高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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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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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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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女士 李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3822

0451-53622994
传真：0451-53623914
通讯地址：哈市南岗区红军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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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9日

连日来，北兴农场有限公司围绕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早统筹多项优质服
务，满足生产等各项需求，助力企业发展
和职工增收。

这个农场有限公司以“双控一服务”
为抓手，强化农业服务中心服务能力，为
农户生产提供全程专业化的服务，承担农
业生产前端种、肥、药、油等生产资料集中

采购管理供应服务，在确保生产资料“质
优价廉、安全高效”的基础上，2021年，对
各管理区的地号进行了测土配肥，直供化

肥7320吨，生物有机肥1150吨，有效地降
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和采购风险，实现种
植户和公司双赢，预计化肥统供率达到
85%。同时面向场域内公司及社会的大
型农机具提供清洁、集中停放服务，收取
租金，使库房停放利用率最大化。

（谭振平 王申海）

北兴农场

多措并举优服务助增收

龙江时讯●龙江时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