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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余额 担保方式
1 王向红 174676.5 保证
2 马国栋 381540.33 保证
3 哈尔滨惠佳贝食品有限公司 1500000 保证
4 哈尔滨惠佳贝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0 保证
5 哈尔滨市广君南瓜粉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保证
6 哈尔滨市金路达电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抵押、保证
7 黑龙江虹洋管业有限公司 6674559.6 抵押、保证
8 柳学义 500000 保证
9 哈尔滨鑫宇泰经贸有限公司 2609000 抵押、保证

10 哈尔滨四海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000000 保证
11 孙宝录 3000000 保证
12 刘安丽 500000 保证
13 哈尔滨四海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0635.08 保证
14 黑龙江隆广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49000 保证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余额 担保方式
15 黑龙江腾飞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 969167.67 保证
16 哈尔滨市呼兰区权雨养殖有限公司 490799.63 保证
17 哈尔滨金驼金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0 保证
18 哈尔滨新和谐贸易有限公司 2700000 保证
19 哈尔滨誉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700000 保证
20 哈尔滨滨海伟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647000 保证
21 田雪飞 100000 保证
22 杨忠革 100000 保证
23 车成武 100000 保证
24 杨铭海 500000 保证
25 白亚秋 500000 保证
26 陈治宏 190000 保证
27 张林 1000000 保证
28 林治有 800000 保证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余额 担保方式
29 陈荣欣 500000 保证
30 杜仁礼 500000 保证
31 任立平 500000 保证
32 张晓东 500000 保证
33 彭杰 500000 保证
34 任厚至 448376 保证
35 郎晓雯 496000 保证
36 吕翠君 470000 保证
37 邹永兴 458000 信用
38 王春海 437000 保证
39 金治国 346000 保证
40 孙绍越 300000 信用
41 王坤 294765 保证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余额 担保方式
42 冯智伟 259500 保证
43 杨典 250240 信用
44 郭军 232543.38 保证
45 杨玲 199500 信用
46 孙丽艳 150000 保证
47 李淑清 130000 保证
48 王月娥 100000 保证
49 孙连东 92957.86 信用
50 哈尔滨四海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000000 保证
51 温世军 3000000 信用
52 崔天宝 38950 保证
53 王英群 600000 抵押

哈尔滨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哈尔滨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所享有的哈

尔滨市境内 53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整体打包进行处置（以下简称“资产
包”）。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项下债权未偿本金合计人民币5,478.02
万元，未偿利息以债权对应司法文书判令、裁定为准。

资产包内债权标的资产清单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特别提示：资产包内标的资产信息可能存在误差，仅供投资者参考。资
产包内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
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我公司对此不作任何保
证。

资产包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
续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投资者
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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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辖内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资产包处置的东方邦信
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辖内小贷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资产包的详细情况，请与我公司联系商洽。
任何对资产包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欢迎社会各

界向我公司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它相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
联系人1：董经理 0451-51058978、18045652131
联系人2：毛经理 0451-51058986、15645161333

地址：哈尔滨市红旗大街227号1605室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50980106（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纪委办

公室）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资产

处置完毕且不少于2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哈尔滨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1日

环评公示
我单位就“哈尔滨龙江特种装备有限

公司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公众可通过信函、来电等方式反
映意见。详见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
hljnews.cn。建设单位：哈尔滨龙江特种装备
有限公司，田工，0451-86794084。环评单
位：黑龙江环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
工，18845588220。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丁燕

截至2月25日，哈尔滨地铁3号线二
期东南环已开通试运行近三个月。冰城
三条地铁线路互联互通，方便百姓出行的
同时，也唤醒了城市新的活力。

在三条地铁线中，哪条线路最繁
忙？哪个站点人流量最密集？哪些车站
与周边建筑相连？市区活力区域集中在
哪里……带着一系列问题，日前，记者采
访到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为您呈现冰城最全面的地铁民生“大
数据”。

●冰城地铁通车里程已达
78.08公里

据统计，目前哈尔滨地铁已开通 66座车
站，包含4个换乘站，通车里程为78.08公里。

●9座车站与周边建筑、景
区等连通

对于百姓来说，乘坐地铁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用走出地铁站再绕道，就能够直通周
边建筑。据悉，哈尔滨3条地铁线路中，共有
9座地铁站、地铁出入口与周边建筑、景区等
实现一体化。

地铁 1 号线有 3 座车站与周边建筑连
通。其中，太平桥站与百盛购物中心相连接；
博物馆站与松雷商厦、国贸城相连接；工程大
学站与船舶电子大世界相连接。

2 号线共有 4 座车站与周边建筑连通。
其中，哈尔滨站与哈尔滨火车站连通；中央大
街站与经纬小学连通；太阳岛站与极地公园
连通；冰雪大世界站与冰雪大世界景区连通。

3号线有 2座车站与周边建筑连通。其
中包括体育公园站（1号口与比优特超市连
通）、哈尔滨西站（站厅与哈尔滨西站火车站
连通）。

●1号线为最繁忙的地铁线

从客流分布上看，在3条地铁线路中，开
通时间最长的1号线最繁忙。

●近三个月，3条地铁客运
量为3457.66万人次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近三个月以来，哈尔
滨地铁客运量仍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据统计，自 2021年 11月 26日哈尔滨地
铁 3 号线二期东南环开通试运行以来，到
2022年2月24日，三条线路客运量为3457.66
万人次。

其中，1号线客运量为 1475.50万人次、2
号线客运量 922.96 万人次、3 号线客运量
1059.20万人次。

哪条线路最繁忙？哪个站点人流最密集？活力区域集中在哪？

哈尔滨地铁 来了

春节复工后，哈尔滨地铁客流量不断攀升。今年，冰城地铁全线网总客运量最多
的是2月18日，运送总人次是55.16万人次。其中1号线22.86万人次、2号线14.63万
人次、3号线17.67万人次。

●今年冰城地铁全线网日最高客流量为55.16万人次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扔垃圾之前进行分类，看完电视随手拿起遥控器关机，洗脸的水收集起来冲
马桶……这是95后女孩刘莹的日常习惯，对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她早已熟记
于心。“我从小养成了这些习惯，以前只觉得这样做是为了节约资源，没想到现在
还可以为绿色发展作贡献。”刘莹说。

对于刘莹的生活方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所所长邢洁表
示赞同，“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过程中，每一位居民都是责无旁贷的
主力军。绿色低碳从身边事做起，像刘莹的生活方式就是很好的模板。”

绿色低碳生活
你准备好了吗？

每到周末，刘莹就会利用休息时间去超
市购物，购买下一周工作日的食材和生活用
品。记者跟随刘莹体验了一次绿色低碳的
购物方式。

在购物前，刘莹提前规划好下一周的菜
单，在超市里按照计划购买，“水果也是每样
买一点，不会买多造成浪费。”刘莹说。

“有时候遇到超市打折促销，我也会选
择生活中需要的商品，不会盲目跟风抢购。
实际上仔细一算，因为打折买一些用不上的
东西，拿回家就闲置一边，造成浪费的同时
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刘莹说。

结账的时候，刘莹拿出在家准备的布兜
装购买的商品，满载而归。相比于多数年轻
人去超市选择购买塑料袋的购物方式，刘莹
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同龄人认为带布兜去

超市购物是老年人的做法，但是我不认同。
布兜很耐用而且非常环保，可以减少塑料袋
的使用，避免白色污染。”

到家后，刘莹将商品取出进行归置，包
装垃圾被她细心分类，“像这些包装纸、塑料
泡沫、塑料包装要装在一起，它们属于可回
收垃圾，刚刚收拾出来的菜叶菜根属于厨余
垃圾。我在平时会提前将垃圾分类，这样扔
垃圾的时候会很方便。”

“精致，会生活。”这是朋友们对刘莹的
普遍印象，刘莹的低碳生活方式也在影响身
边的朋友们，“自从和刘莹学完垃圾分类，我
在家扔垃圾时都提前分类，同时也号召家人
这么做。我觉得这是在为绿色发展贡献我
们市民的力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刘莹
的朋友说。

一次绿色低碳的购物体验

“刘莹的生活方式，对于市民来说，在绿
色低碳方面的启示最主要的一点是非必要不
浪费。”邢洁说。

邢洁介绍，商品从加工到运输再到销售
环节，整个生命周期都会产生碳排放。而一
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本的供需平衡。对于
市民来说，减少购买不必要的商品，向市场传
递出对低碳产品的需求信号，就是在减少碳
的排放。

在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公民生态环
境行为调查报告（2021 年）》（以下简称《报
告》）中，约半数受访者能够践行绿色消费，在
食品、服装、电子产品方面做到适度消费，并
优先选择较为低碳环保的食品、衣物和电器。

邢洁表示，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器、驾驶燃
油汽车、开火做饭等这些日常行为，在市民眼
中看来是生活小事，却也会产生碳的排放。

“绿色低碳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情，作为市民
一定要提升环境责任意识和环境行为意愿，
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开展全民绿色行
动。”

不仅仅是节约资源，利用好废物资源也
同样可以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市民在生活中
必定会产生废弃物，在废物处理过程中也会
产生碳排放，从源头减少垃圾生产，并将废物
再利用、资源化是最好的减碳方式。比如，不
穿的衣服可以进行捐赠、纸张正反面重复使
用等。”邢洁说。

非必要不浪费是不二法则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习惯于以
往生活方式的市民们，突然转换到‘双
碳’背景下生活，难免会出现不适应。”邢
洁说。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中，也有
72.3%的受访者认为“我希望采取更多环
保行为，但是不知该做什么”。

邢洁建议，在提高市民绿色低碳意
识方面，应加大政府引导和媒体宣传力
度，加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制度，抓住世
界地球日、全国低碳日等特定节日的契
机，向市民宣传绿色低碳知识，提高绿色
低碳意识。

除此之外，邢洁还给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市民们要理性购买商品。比

如，电子产品几乎每年都在更新换代，
没有必要跟风购买，要看看自己是否真
的需要。购买衣服时，避免追求新潮采
购不合适的衣服，应选择经久耐用的材
质。

其次，市民们要保护生活环境。在
特定节日不露天焚烧或不燃放烟花爆
竹，按要求分类投放各类生活垃圾，积极
参与义务植树等公益环保活动，在外就
餐或订外卖时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最后，市民们要节约资源能源。在
使用电器、电灯或水龙头后应及时关闭，
在前往不同距离目的地或远途旅行时优
先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优先选择较为低
碳环保的食品、衣物和电器。

日常生活
如何做到绿色低碳

在哈尔滨已开通的66座地铁站中，坐拥繁华商圈的博物馆站最繁忙。今年2月
14日，车站乘降量达到11.21万人次（上车+下车）。

●博物馆站是最繁忙的地铁站

地铁站的人流量排名，无疑能窥见城市活力中心区域。据统计，目前，乘降量前
十的地铁站为：博物馆站、医大二院站、珠江路站、太平桥站、中央大街站、凯盛源广场
站、学府路站、新疆大街站、医大一院站、和兴路站。其中，途经1号线的车站，占了半
壁江山。

排在前四名的博物馆站、医大二院站、珠江路站、太平桥站，均为换乘站。哈尔滨
地铁3号线二期东南环开通试运行以来，“三线换乘效应”全面释放，主城区交通压力
得以缓解。

●4座换乘站乘降量最亮眼

乘坐地铁进站先买票？已经OUT了！扫码支付最时尚！截至目前，包括微信、
支付宝、云闪付在内的多个手机APP均可生成哈尔滨地铁乘车码。冰城地铁移动支
付过闸总量已超65%。

●超65%乘客过闸机用移动支付

据统计，哈尔滨地铁全线网，每天有2400余名工作人员，为市民带来便捷。
清晨，当你踏上地铁上班，地铁人已经将车站、车厢打扫得干干净净。夜晚，末班

车送完最后一名乘客结束一天的运营，地铁人在进行设备维护、检修。你看得见的地
方，地铁人在岗位上。你看不见的地方，地铁人也在岗位上。

●每天2400余名地铁人为乘客服务

“坐地铁已经成为冰
城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
多的市民愿意乘坐地铁出
行，通过绿色出行参与到
节能减排的行列中来。”哈
尔滨地铁集团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新的一年，荆棘
在侧、曙光在前。地铁3
号线二期西北半环所有工
程已经全面复工，哈尔滨
地铁人将开足马力、卯足
干劲，为市民书写更大的
惊喜。

大数据大数据

博物馆站是最繁忙的地铁站博物馆站是最繁忙的地铁站。。

地铁地铁22号线哈尔滨站内装修别具风格号线哈尔滨站内装修别具风格。。

市民乘坐公交车绿色出行市民乘坐公交车绿色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