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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对重点行业及领域实
现碳达峰均给予明确方向，也为全国各
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风向
标。其中，对东北地区提出“要着力优化
能源结构，按照产业政策和能耗双控要
求，有序推动高耗能行业向清洁能源优
势地区集中，积极培育绿色发展动能”的
要求。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省按照国家
统一部署，已经多方着手布局，优化能源
结构。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应对气候变化
研究所所长邢洁说：“我省有优质的风、
光资源，大力发展风能发电、光伏发电
等，对我省目前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
偏煤的现状来说，是优化能源结构的有
力途径之一。”

据统计，2020年我省新增风电、太阳
能装机 119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13.4%，
总装机规模突破千万关口，达到 1004万
千瓦，能源供应结构进一步优化。清洁
能源利用率在同步提升，2020年我省实
现风电、太阳能发电量184.0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79%，相对减少煤炭消耗 110
万吨。

今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和省“十四
五”规划也都对优化风电、光伏发电布局
作出明确要求，因地制宜实施煤改气、煤
改电等清洁供暖项目，推动煤炭等能源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降低碳排放强度。

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可
有效吸收二氧化碳，提升固碳能力。省
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依托三北防护林等重点工程，我省累计
完成营造林面积达到 38.8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到 47.3%，森林抚育达到 349.2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 22.4 亿立方
米。截至目前，全省森林总面积达到
2150万公顷，草原总面积达到 207万公
顷，自然湿地面积达到556万公顷。

今年 7月，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
式启动。首笔全国碳交易以每吨 52.78
元的价格成交 16万吨，交易额为 790万
元，打响了全国碳市场交易的“第一
枪”。我省有 91家发电企业参与其中，

“其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副
处长田砚宇说，以发电企业为例，进入碳
市场交易后，统一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标

准，让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的企业须向
排放强度低的企业购买碳排放额度，这
样增加了高排放企业的运营成本，而对
于一些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来说，是增
加营收的又一途径。据悉，截至11月18
日，我省进入全国碳市场交易企业获得
的配额盈亏相抵，略有盈余。

面对我省碳交易企业经验不足的情
况，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企业开展能力建
设培训，并指导成立了省低碳企业联盟，
优化配置内部资源，确保我省企业顺利
进入碳交易市场。

工作人员乘船去检修风机。

实现“双碳”目标 龙江在行动

金额（元） 担保情况
本金（折合人民币） 利息 合计 担保方式 担保人

1 大庆市华运石油添加剂有限公司 200,000.00 318,897.45 518,897.45 抵押 纪国忠
2 大庆市三隆土方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9,500,000.00 35,188,428.51 44,688,428.51 抵押 大庆市三隆土方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3 大庆市萨尔图区双辉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210,000.00 274,907.23 484,907.23 保证 大庆市萨尔图区奥捷汽车维修处
4 大庆市萨区达华铝合金专卖商店 200,000.00 257,689.22 457,689.22 保证 大庆市国良铝材经销有限公司
5 大庆市大同区博大物资供应处 380,000.00 459,936.56 839,936.56 保证 大庆市大同区银河塑料编织厂
6 大庆市大同区绿原畜牧有限公司 2,000,000.00 2,465,794.96 4,465,794.96 保证 大同区志鹏种鸡场
7 大庆石化总厂机械厂三和实业精细化工厂 150,000.00 510,392.92 660,392.92 保证 大庆市龙凤区军广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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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大庆市绿生磁性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903,840.00 3,127,472.52 4,031,312.52 抵押 大庆市专家咨询委员会办公室
9 大庆市龙凤林业生产技术服务公司 170,000.00 280,951.20 450,951.20 保证 大庆市龙凤区农业生产技术服务总公司

10 大庆市巨隆昌经贸有限公司 5,140.000.00 14,477,382.75 19,617,382.75 抵押、保证 大庆石油管理局第七采油厂、厚德福酒店
11 大庆市红岗区少朋纸厂 380,000.00 904,073.18 1,284,073.18 抵押 大庆市红岗区少朋纸厂
12 常晓东 680,000.00 767,490.66 1,447,490.66 抵押、保证 林甸县东方百货有限公司
13 程卫峰 40,000.00 67,473.03 107,473.03 抵押 程卫峰
14 刘景光 1,000,000.00 2,447,033.94 3,447,033.94 保证 大庆市凯群经贸有限公司
15 吕常华 170,000.00 124,298.55 294,298.55 抵押 李茂林、王英
16 腾桂霞 760,000.00 164,628.35 924,628.35 抵押 腾桂霞
17 王喜财 500,000.00 63,882.44 563,882.44 保证 大庆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富强村村委会
18 王义东 500,000.00 1,410,321.27 1,910,321.27 抵押 大庆东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9 于洪涛 290,000.00 1,009,508.70 1,299,508.70 抵押 杜蒙县金田有限责任公司
20 周洪新 500,000.00 1,868,566.69 2,368,566.69 保证 杜蒙县金田有限责任公司
21 张艳辉 75,000.00 115,636.05 190,636.05 保证 大庆市鸿鑫涛批发商行

金额（元） 担保情况
本金（折合人民币） 利息 合计 担保方式 担保人

22 关伟 200,000.00 335,749.06 535,749.06 保证 大庆开发区永利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23 黄宝霞 100,000.00 167,627.75 267,627.75 保证 大庆开发区永利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24 徐兴龙 100,000.00 154,951.43 254,951.43 保证 大庆开发区永利石化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25 孙维镇 90,000.00 303,785.27 393,785.27 保证 萨尔图区飞行修理厂
26 常巨红 1,970.81 5,210.21 7,181.02 抵押 常巨红
27 吴永雷 7,000.00 120,870.54 127,870.54 抵押 吴立发
28 张喆 170,000.00 314,849.51 484,849.51 保证 大庆市让胡路区计控仪表有限公司
29 王树波 72,483.18 72,987.64 145,470.82 保证 王丽艳
30 孔宪敢 200,000.00 648,577.54 848,577.54 保证 大庆萨尔图区吉奥汽配商店
31 朱信山 100,000.00 207,259.63 307,259.63 保证 吴永强
32 马胜民 60,000.00 111,714.81 171,714.81 抵押 马胜民
33 王海艳 45,000.00 61,653.14 106,653.14 抵押 王海艳
34 王军 20,000.00 33,184.49 53,184.49
35 温玉 25,000.00 46,728.39 71,728.39 抵押 温玉
36 郑和 70,000.00 130,333.92 200,333.92 抵押 李国
37 李炳波 150,000.00 251,216.31 401,216.31 抵押 李炳波
38 李都军 190,000.00 239,538.12 429,538.12 抵押 李都军
39 李国 170,000.00 316,525.18 486,525.18 抵押 李国
40 马殿文 35,000.00 47,958.28 82,958.28 抵押 马殿文
41 吉春禄 175,600.00 325,970.40 501,570.40 抵押 吉春禄
42 姜胜国 68,000.00 73,759.46 141,759.46 抵押 姜胜国
43 蒋新明 90,000.00 167,572.21 257,572.21 抵押 蒋新明

根据威海市万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彭涛先生
于 2021年 12月 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威海市万
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的债权转让给彭涛先生，特公
告通知主、从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并通知主、从债

务人向彭涛先生履行义务。
彭涛先生作为债权人，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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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人拟对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以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转让、提起诉讼或仲裁等方式予以处置，
有购买意向者可与债权人的代理人取得联系，联系电

话：13936574698，联系人：张先生。
备注：1.本公告清单中所列示的数据为截至 2016

年3月20日的借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债务人和担保人
实际应支付给债权人的本金和利息按照借款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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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市万必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彭涛

2021年12月3日

债权转让所涉债务人、借款本息及担保人、担保方式清单

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序号 债务人名称

五常市税务局积极响应上级工作部
署，全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便利化办
税措施，快速响应纳税人缴费人合理诉
求，有效提升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和获
得感。

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企业一线等
形式，对重点纳税户、办税困难户、不同

等级类型户、不同规模户、各行业代表等
进行了召集，组织以上有代表性的纳税
人缴费人开展座谈会。

五常市税务局各分局按分管辖区分
成宣传小组深入企业一线，向辖区内纳
税人缴费人宣传好相关工作计划以及各
项税费优惠政策、便民办税缴费措施。
其次，征集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及需求实
现方式，听取意见建议，综合分析纳税人

需求，依据纳税人不同的行为、需求拓展
服务内容，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内
容，迅速响应纳税人诉求。

通过此次志愿活动，该局第一时间
将便利服务举措推送给纳税人，力求简
明易懂、活泼生动，切实提升宣传活动效
应，营造浓厚活动氛围。活动中总结服
务成效，及时获取纳税人对“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活动开展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意见建
议，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向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发展。 (王强强）

连日来，在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
司农机装备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排查农
机库房安全隐患以及64台（套）农机具停
放情况，保障农机停放安全。

为保障闲停农机具性能，促进农户
节本增效，这个分公司“三个强化”推进
农机安全停放工作，技术人员对有机户
的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发放宣传单、微信

推送等形式，广泛发放农机具保养知识，
提高农机具入库保养工作认识。跟班作
业强化服务指导，帮助有机户完成对每
台农机具进行清理、调试、检修工作。强
化安全管理，重点检查防火、防盗及易燃
易爆物品等。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保障农机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科
学化。 （夏红英 赵志国）

海林市社区教育学院自 2016 年依
托海林市职业教育中心挂牌成立以来，
秉承着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要求，积
极探索适应智能化、终身化、融合化发
展趋势，强化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
时可学的社区教育学院职能，整合资
源、创新发展，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
2021 年 1 月被评为黑龙江省级社区教
育实验区。

学院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创建了社
区教育特色品牌项目“阅读让生活更美
好”“子荣精神传承站”；疫情期间利用现
代化数字技术开展丰富的线上培训，推
出了“林海之声”、俏皮山里人诵读平台、
俏皮山里人抖音号、立“智”在线语音平
台，社区教育志愿者参与主播的微信公
众号平台，累计推送文章 19713 篇，立

“智”在线听众达 11万人次，扩大了社区

教育覆盖面。
2021 年海林市社区教育品牌项目

“子荣精神传承站”被评为国家级社区教
育品牌项目。前不久海林市社区教育学
院、海林市林海社区教育学校双双被评
为黑龙江省级优质社区教育学院和黑龙
江省级优质社区教育学校。

海林市社区教育学院终身学习品牌
项目建设等工作带动了海林市全民终身
学习的参与热情，社区教育让英雄的精
神根植于这片厚土，推动海林市全民教
育工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岳春智）

为严厉打击吸毒人员驾驶机动车
违法行为，严防“毒驾”引发危害公共
安全案件，近日，大庆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在交警支队的配合下，开展“毒驾”
整治行动。

参战民警克服天气寒冷、风大路滑
等恶劣天气，采取定点检查和动态巡查

相结合的方法，在主要交通路口，集中检
查过往车辆、人员，做到逢疑必查、逢查
必检。同时，执勤民警向驾驶员讲解如
何识别毒品、毒品危害以及毒驾造成的

严重后果，呼吁广大驾驶员坚决抵制“毒
驾”，做到文明驾驶、安全行车。

通过开展“毒驾”整治行动，使驾驶
人员进一步认清“毒驾”危害，最大限度
减少社会风险点，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从
源头上及时消除重点车辆及驾驶员安全
隐患，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宋洋洋）

近年来，安达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依托“省部共建国家现代农村职业教育
改革试验区试点县”“国家农村职业与成
人教育示范县”两大优势，通过订单培
养、互设基地等形式开展实习就业工作，
为企业培养后备人才。

今年，安达市招商引资企业江苏优
腾科技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落户安达。该
公司通过多次深入学校了解到学校开设

专业与公司所需业务相契合，学校第一
期陆续为企业输送实习生200多人，并配
备一名专职校企合作联络员，负责学生
实习管理。合作双方签订协议，明确职
责,学校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企业用
人的优选权。

安达华丹乳业是我省知名的乳品企
业，今年下半年因产能扩大，用工产生困
难，该校为其输送20多名实习生，解决了

用工难题。
为了适应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围绕“开展安达市化工领域安全生产集
中整治行动推进专班”文件的工作要求，
该校多次到安达市化工企业进行实地调
研，掌握企业岗位需求，制定定向培养计
划。申请开设化学工艺、安全专业，并已
对安达市内泰纳科技、豪运药业等化工
企业职工300余人进行学历提升培训，帮
助企业员工获得学历和技能证书。

截至目前，该校先后为黑龙江优腾
科技、安达康贝牧业、华丹乳业输送实习
生230多人。 （于海霞）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
深入，职业教育发展备受关注，宾县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在宾县县委县政府和
县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师生坚守
初心，勇担使命，为宾县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助力添薪。

注重实训基地建设，夯实职业教育
基础。为更好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适应市场需求，与企业无缝对接，几年

来，县里先后投资 1504 万元，建成与开
设专业相对应的实验室 18个，校内实训
基地 8个，校外实训基地 3个，为各专业
学生的试验、实习、实训，提供了有力保
障。

校企合作深度融合，贯通培养技能
人才。该校与哈尔滨高泰食品有限公
司、山东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宾县小农夫
蔬菜合作社达成校企合作协议，开展师

生走进车间活动。与黑龙江农业经济职
业学院、佳木斯职业学院、牡丹江大学签
订了 3+2中高职贯通培养合作协议，今
年县政府与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战略合
作，在宾县职教中心创立“哈尔滨职业技
术学院宾县创新学院”，使宾县职业教育
又登新台阶。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推动乡村
振兴建设。宾县职教中心积极开展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社区教育培训、农机驾驶
员培训、精准扶贫培训。截至目前培训
60多期，累计培训1.1万人次。

（杨明 李影宾）

近年来，在依兰县委县政府和县教
育局的正确领导下，校长苏琦带领依兰
县职教中心全体员工始终坚持把“创建
平安和谐校园”作为工作重点，在安全教
育管理模式上做出了表率。

创建“双管双测”模式，确保师生安
全。为了保障师生安全，加强安全管理
力度，学校安装了高精度标准安检门，并
开展了由领导带队，干事协同，班主任参

与，学生和安保人员配合的校门、课堂
“双检双测”安全检查工作，从根本上排
除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隐患。

创建安全管理模式，避免安全事故
发生。为规范安全管理制度，该校实行
了领导安全“值周制”，领导带队执勤，干
事配合管理，确保了学生的课间安全。
同时学校又制定了严格的请假制度，班
主任施行早、中、晚三次点名制，有效杜

绝了学生逃课、离校等现象的发生。在
校外，又聘请了辖区干警协助监管，确保
了走读生的出入安全。

创新学生会管理模式，提高安全管
理效率。根据职校学生综合素质、自我
约束能力等实情，学校充分发挥学生会
成员的积极表率及监管作用，让部分带
动整体，让优秀影响普通，在校领导、教
师与学生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勤沟
通、勤汇报、勤表彰的安全教育模式体
系，使全校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规范了日
常行为，从而形成了平安和谐的校园之
风。 （苏琦）

近年来，木兰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学校在县委县政府和县教育局的正
确领导下，校长吕业辉带领全体职教人
员不忘初心，勇于探索，为助力县域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

该校师资力量雄厚，现开设计算机
应用、会计事务、工艺美术、焊接技术、网
络工程、农机械使用与维护等 8个专业，

全日制学生585人，教师106人。
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该校坚持“教

师培训、家长培训、学生教育”三位一体
的工作目标，狠抓紧扣课程改革、培养学
生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家长的教育技
术，大力推进农村 1+X试点学校发展步
伐，全方位树立职教形象。

该校1992年被省政府授予重点职业

高中，2004年分别被省教育厅、省农委、省
扶贫办确定为农民工培训基地。目前该校
共有焊接技术、舞蹈、声乐、美术、计算机、
沙盘模拟、财会模拟、计算机应用与组装等
10个实训室；还创建电子商务培训基地、民
兵预备役培训基地、退役士兵职业技术技
能培训基地、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联
合办学基地等整体产教研示范基地。

如今，学校面貌和办学水平稳步提
升，对口升入省内高职升学率继续保持
领先，尤其今年财会专业的赵慧同学考
取了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 （吕业辉）

海林市职业教育中心

整合创新社区教育扬名

安达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发挥优势订单为企输送人才

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注重实训贯通校企培养渠道

依兰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创新管理模式创建平安校园

五常市税务局

按需服务攻重点克难点

大庆市公安局

整治“毒驾”查检不留空白

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司

强化管理农机停放无忧

木兰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紧扣课改建基地育人才

近年来，东宁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注重提升在德育、教
学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精细化管理水平，
创新了三个模式，培养德技并修的中职
学生。

创新“六位一体”德育模式。形成了
以班任引领育人为主体，通过习惯养成
育人、环境熏陶育人、活动展示育人、学
科渗透育人、志愿服务育人和家校牵手

育人六个路径打造“六位一体”德育特色
品牌，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
长。

创新“三三五六”教学品牌。构建了
基础文化课教学、实训教学、艺体教学和
专业课教学四大板块教学改革模式，即
基础文化课教学的“三十加三五”教学模
式，实训教学的“三做三议”教学模式，艺
体教学的“五养”教学模式，专业课教学

的“六体融合”教学模式，走专业化教研
道路，铸就特色化教学品牌。

创新“儒雅礼信”校园文化。倡导以
“儒雅”“有礼”“守信”为核心的人文理
念，打造“敬静净竞”与平安校园，注重企
业与学校文化的双重育人氛围，形成了
国学传统、习惯养成、名人引领和专业建
设相得益彰、和谐统一的校园文化。

此举有效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有
力推动东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
能，为东宁乡村振兴、绥—东试验区建设
提供良好的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
支撑。 （马晶）

近年来，密山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校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
导向，坚持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并举，为
地方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学校全力做好全日制学生培养。开
设以服务当地产业特色为主的作物生产
技术等8个专业，校企合作制定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

学生职业行动能力为目标，构建“理实一
体化”课程体系。2020年参加省级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有4人获省级一
等奖，20人获省级二三等奖。2021年学
校投入近 200万元用于 1+X证书试点专
业建设，现有4个专业申报试点项目，121
人通过“1+X”证书考试并取得相应资格
证书，通过率达97%。

学校重视技术技能培训。发挥学校
是省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省
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基地、省现代农业
创业培训基地、鸡西市再就业培训基地
的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创业、农
民实用技能等相关培训。近几年，累计
举办扶贫致富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近万人次，对培训合格、符合认定条件
的新型职业农民，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
书》。通过培训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
富，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对
接。 （张占英）

东宁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精抓细管德技并修提质量

密山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学历技能并举富农民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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