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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骨质弓弭 1999
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友谊县汉魏时期的凤

林城址。长 25.5厘米，宽 2.4厘米，利用
动物的肋骨磨制而成。长条形，弭身细
长作弧形弯曲，尾端略残，在侧边刻有一
半圆形缺口; 前端呈半圆形，近前有一
小圆孔，侧边上磨有一弧形缺口。正面
磨制光滑，呈圆弧形，背面略内凹，较粗
糙。

古人将弓的两端叫箫，在箫末端处
叫弭，弭上有一用来勾住弓弦的半月形
锲口，弭可以增加弓弩箫端的强度，从而
使弓箭获得更大的杀伤力，出于耐磨硬
度的要求，其质地一般是骨、角，亦有铜、
玉、蚌等。

我们的祖先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就已
经广泛使用弓箭，在原始社会早期弓箭
的制作粗陋，形状简单。弓身的制作首
先用弯曲木条和竹片，拴上弓弦，然后将
竹竿或木棍削尖作为箭。后来古人又用
兽骨或石片磨制成箭镞，安装于箭头之
上，作为武器来捕获更多的禽兽。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弓逐渐得到了
改良和发展，由单体弓到加强弓，最后发
展到了复合弓。在东周时期，中国复合
弓的制造技术业已臻于成熟，已经有了
精良的制造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是保留至
今的最早记载了“复合弓”制作技艺的著
作，书中的“弓人为弓”和“矢人为矢”两
个章节详细记载了弓箭制作的选材和制
作流程。

（黑龙江省博物馆 付莹）

传历史记忆 展黑土风采

弓弭

开篇的话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国提
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有关政策和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从今日起，
省科学技术协会在本报、龙头新闻开设

《“碳达峰、碳中和”科普新生活》专栏。
未来五年，我省将布局绿色低碳发

展的关键技术攻关，支撑绿色发展。这
是从日前省政府印发的《黑龙江省“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
获悉的。

根据《规划》，我省将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
态环境，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推广
应用，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碳达峰、碳
中和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共建天蓝、地
绿、水清的美丽龙江。

在能源资源绿色利用方面，将进一
步推动清洁生产，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围
绕页岩油气、废弃物资源化、煤炭石油等
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矿产资源开发
开展技术研究，提高资源安全保障和能
源绿色低碳供给。其中，在页岩油气方
面，开展页岩油成藏、陆相页岩油开发、
试油气工艺、致密油藏提高采收率、低成
本高效钻完井、压裂增产、增产改造及试
油气等配套工程、纯页岩型页岩油勘探
开发理论和技术体系与标准、页岩油下
游产品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研究与设备
研制等。

在污染防治方面，将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保障人民身心健康，打赢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保
护和修复，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为建
设生态强省提供科技支撑。其中，在大
气污染防治方面，开展烟气多污染物协
同处理，共同减排及资源化利用，脱硫、
脱硝、除尘、除汞副产物的回收利用技
术，层燃锅炉复合低氮燃烧，烟气污染物
超低排放治理，大气灾害污染源容许排
放综合管控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建设大

气污染排放控制及空气质量监测技术体
系。在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加强森林、湿
地、草场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
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优化与服务功能
提升、湿地保护与受损湿地修复、退化草
地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生物多样
性响应人类扰动修复等关键技术的研
究。

在城镇可持续发展方面，贯彻“走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
镇化质量”的发展理念，围绕城市功能
提升和协调发展、城市治理服务与智慧
城市建设，努力发挥科技创新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的支撑作用，推进城镇健康
可持续发展。其中，在绿色建筑方面，
开展寒地超低能耗建筑、绿色建造、居
住建筑智慧供热、建筑诊治与循环利用
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推广绿色建筑技术
和既有建筑高性能改造技术，开展老旧
小区文化和宜居功能性改造技术研究
与示范等。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
会、黑龙江日报

我省布局绿色低碳发展关键技术攻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收购的6户不良
资产包中的黑龙江盛昌农产品加工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债务企业：黑龙江盛昌农产品加工
有限公司

企业所在地：七台河市新兴区
债权标的金额：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拥有黑
龙江盛昌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4,216.16 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3,500 万
元，表外利息243.42万元，截至2021年6
月 20日，孳生息 472.74万元。贷款方式
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土地。

抵押物情况：抵押物为保证人黑龙
江天龙浩经贸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土地
使用权 17,129.3 平方米及地上 13 处房
产,其中办公楼、厂房、冷库和车库合计
建筑面积 9,422.52平方米。

保证人情况：
（1）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自然人为：

王淑红，女，汉族；黄忠宇，男，汉族。
（2）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企业为：黑

龙江天龙浩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天龙浩经贸集团有限公

司，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山湖路19号，
成立日期：2002年 12月 11日，注册号：
230900100014370，法定代表人王淑红，
注册资金3044万元，经营范围：销售：钢
材、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采矿专用设备
配件、五金、日用杂品；恒温库及冷库出
租。经营状态：存续。

诉讼情况：原贷款行工行七台河分
行于 2018年 8月 27日向七台河市中级
法院提起诉讼，并对抵押资产进行了首
轮查封，2018 年 11 月 28 日，法院作出
（2018）黑 09 民初 44 号判决书，工行胜
诉，但借款人提出上诉，2019年 3月 6日
工行收到省高院传票，定于 2019年 3月
21日在省高院开庭，但在 3月 21日开庭
前，借款人又作出撤诉决定，因此该诉讼
进程已结束，至今省高院尚未下达裁定。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协议转让、拍
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或其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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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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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1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
黑龙江盛昌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东方）是经国务院批准，由财
政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共同发起设
立的中央金融企业。截至 2021 年 6 月
末，中国东方集团合并总资产超过1.2万
亿元，在全国共设 26家分公司，下辖中
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等12家一类子公司，业务涵盖不良资
产经营、保险、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信
用评级和海外业务等，员工总数近 6万
人。因业务发展需要，中国东方黑龙江
省分公司拟招聘“商业化业务岗”正式员
工两名：

一、岗位职责
1.负责面向市场开展金融不良、非

金不良以及市场化债转股、问题企业救
助重整等各类业务营销工作；

2.寻找和筛选有发展潜力和投资价
值的项目机会或客户资源，拓展业务渠
道；

3.进行各类项目的信息发掘、收集、
筛选，前期尽调、可行性分析、评估、商务
谈判等工作；

4.起草业务方案，具体实施经批准
的各类业务方案；

5.负责业务信息录入与维护、公告
管理、尽职调查、权益维护等日常债权管
理工作；

6.负责收购资产的接收、管理和处
置工作；

7.完成部门负责人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任职资格
1.40周岁以下。
2.中共党员优先。
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4.985、211工程院校优先。
5.经济学、金融学、法学等相关专

业。
6.从事金融、信托、证券等相关工作

3年及以上，主办或协办过完整投资项
目优先。

7.通过银行、证券专业资格考试并
取得证书，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注册会
计证、评估、注会、金融分析等资格证书
优先。

8.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及常用办公
软件。

9.具有良好沟通协调能力及市场拓
展能力，熟悉行业规范及投行运作程序。

三、薪资待遇
员工享受国家正常假期、带薪年假、

探亲假等，五险二金，年终奖金，免费早
午餐，车补，房补，补充医疗保险，免费体
检，培训等。

四、报名方式
详 情 请 登 录 ：http://coamc.zhiye.

com,点击“社会招聘-黑龙江省分公司”
查看及在线报名。

咨询电话：0451-82282508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招聘启事

“我今年通过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
种植的蔬菜，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每棚盈利
在6000元左右。这还要感谢管理区劳模创
新工作室为我提供的技术帮助”。说起劳模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家住五九七农场有限公

司第八管理区受益人张春燕侃侃而谈。
今年，该农场依托现有的 8个劳模创

新工作室，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发挥
百余名省级、总局级、管理局级劳模在种
养殖过程中的新品种示范、高产技术应

用、病虫害防治、新技术应用推广、疾病防
疫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举办劳模
大讲堂、劳模面对面、劳模进区站等活动，
由劳模“担纲领衔”，帮助种植户解决生产
管理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不断更新职
工群众种养殖技术，带动职工致富。

（李士会 时丹丹）

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

劳模引领拓宽职工增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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