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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一直以来被历代思想家们所极力推
崇。《管子·枢言》中说“先王贵诚信。诚
信者，天下之结也。”管仲突出了诚信的
重要性，明确将其看作是天下伦理秩序
的基础。传统社会信用建立在“熟人社
会”基础上，以道德伦理为本位，随着社
会的发展，该模式弊端凸显，因此构建
符合新时代特征的社会信用体系迫在
眉睫。

什么是征信
谈到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就不得不提

到征信。近年来，征信的概念和重要性
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熟知。那么，什么
是征信呢？在我国《左传·昭公八年》中
就出现了最早的征信一词，有“君子之
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其中，“信
而有征”即为可验证其言为信实，或征
求、验证信用。

现代社会，征信的概念是指依法收
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
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
信用评估、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帮助客
户判断、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管理的
活动。

影响征信的因素
从表面看，征信的概念似乎十分抽

象。但不要认为这么抽象的概念与我们
毫不相关，恰恰相反，征信与我们的经济
生活息息相关。征信与一系列社会活动
有关，比如公务员考试，如果上了征信黑
名单，那么公务员的政审就无法通过；如
果征信有问题，将会影响到信贷业务，比
如贷款买房可能会被拒绝。

既然征信如此重要，我们就要深入
地了解征信，了解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
到征信。最常见的就是信用卡或者贷
款，无论是房贷、车贷还是助学贷款、信
用卡透支，只要没有及时还款，就会在个
人信用记录中有所体现。哪怕你是为第
三方提供担保，而第三方没有及时还款，
也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征信。

对于已婚人士而言，如果配偶信用
记录不好，无论是信用卡有逾期记录，还
是负债过高，都会影响你的征信评级。
甚至于，欠缴物业费、水费、电费、燃气
费、税费等等，也会降低信用评级。

了解征信的查询渠道
赘述这么多，可以看出征信既然如

此重要，我们就应该更加了解自己的征
信。可是，有哪些渠道可以查询到自己
的征信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征信的查询途径
可谓是多种多样，我们在此就简单列举
几种。最直接的查询方式就是现场查
询，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所在地的
人民银行进行查询；如果觉得现场查询
比较麻烦，特别是疫情期间现场查询很
有可能暂停办理，也可以在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网站上提交申请查询；同时，
为了方便客户查询征信，许多银行网点
放置了个人征信自助查询机，这也是查
询征信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你觉得上
述查询方式还是比较麻烦，也可以选择
手机查询。云闪付、手机银行都是查询
征信方便快捷的途径。以中国银行手机
银行为例，登记手机银行后，选择“我
的”—“征信查询”，按提示操作，就可以

查到自己的征信报告了。
防范征信修复的骗局

查到征信报告之后，发现自己的征
信报告中有逾期记录又该如何处理呢？

有人会说，网上经常看到“征信洗
白”、“征信修复”的广告，直接找他们修
复不就好了。实际上，无论是“征信洗
白”还是“征信修复”，都是一种骗局，其
目的就是骗取钱财，牟取高额费用。其
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

一是不法分子谎称可以帮助信息主
体删除、修改征信系统中的负面信息，在
收取钱财后立即失联；

二是不法分子帮助信息主体伪造文
书、钻金融机构业务漏洞，要求金融机构
删除报送至征信系统的负面信息，或者
骗取贷款。一旦达不到目的，就恶意投
诉、上访，让金融机构疲于应付或迫于压
力进行妥协。

三是有的不法分子混淆视听，将征
信修复与国家正式文件所出现的信用修
复划等号，谎称征信修复是新兴产业，并
从中牟利。有的以举办征信修复培训班
为名诈骗消费者学费。

珍爱征信记录
因此，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网上各种

“征信修复”的广告。一旦发生逾期应及
时还款补救，持续保持良好的信用记
录。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关注自己的
征信记录，按时足额还款。量入为出，不
要盲目过度负债。定期查询征信报告，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一言以蔽之，珍爱征信记录，提高信
用意识。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提示您

了解征信 珍惜信用记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拟对黑龙江省天恒田菊科技有限公司等23户债权进行分户或组包处置，债权基本情况如下表（单位：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担保人名称 债权情况 资产所在地
1 黑龙江松林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562,156.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诉讼情况：未诉讼。 哈尔滨

2 哈尔滨益助果蔬种植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0.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 哈尔滨

诉讼情况：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诉讼执行中。

3 哈尔滨益助果蔬种植股份有限公司 9,043,760.10 4,577,216.21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新滨、高虹、顾旭阳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4 哈尔滨海洋线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00 657,545.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 哈尔滨

诉讼情况：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诉讼执行中。

5 黑龙江省天恒田菊科技有限公司 25,300,000.00 10,677,814.13 哈尔滨天马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张文彦、孙青、苏迎华、张玲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抵押。 牡丹江

诉讼情况：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诉讼执行中。

6 哈尔滨市振华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925,878.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诉讼情况：未诉讼。 哈尔滨

7 哈尔滨市丰润建材有限公司 28,500,000.00 403,252.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 哈尔滨

诉讼情况：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诉讼执行中。

8 尚志市利隆木制品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245,544.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诉讼情况：未诉讼。 哈尔滨

9 哈尔滨盛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0 2,487,588.00 众联农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春来持有佳木斯天润农机60%股权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质押。 哈尔滨

诉讼情况：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诉讼执行中。

10 五常东亚电子有限公司 36,937,016.90 86,398,835.00 五常太平洋甜菊糖有限公司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抵押。诉讼情况：未诉讼。 哈尔滨

11 哈尔滨市惠民建材有限公司 2,225,500.74 214,860.76 哈尔滨德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金顺达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市亿通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海蓝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英顺美商贸有限公司、

范兰花、金海、吴德芳、王丽英、黄金国、哈尔滨英顺美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

英顺美商贸有限公司、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哈尔滨海蓝建材有限公司 2,281,274.19 215,747.29 哈尔滨市惠民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德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金顺达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市亿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英顺美商贸有限公

司、范兰花、金海、吴德芳、王丽英、黄金国、林冬英、任春雨、范洪贵、陈瑞兰、

黑龙江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红梅木业经销处 2,024,702.54 127,347.45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清建材经销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花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爱国建筑设备钢架租赁

处、范金花、吴素梅、程爱国、范金清、黄俊杰、吴国华、陈银宝、哈尔滨禧龙综

合批发大市场闽秀建材经销处、黄建家、黑龙江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 哈尔滨英顺美商贸有限公司 2,281,467.68 215,763.84 哈尔滨海蓝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惠民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德纳建筑材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料有限公司、哈尔滨金顺达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市亿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范兰花、金海、吴德芳、王丽英、黄金国、林冬英、任春雨、范洪贵、陈瑞兰、黑龙

江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清建材经销处 2,025,000.00 98,009.65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花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大市场爱国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红梅木业经销

处、范金花、吴素梅、程爱国、范金清、黄俊杰、吴国华、陈银宝、黑龙江新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哈尔滨菊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995,508.33 6,367,138.81 黑龙江长隆粮食物流有限公司、张全武、田淑珍、张宇、哈尔滨谷物交易所有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限公司

17 哈尔滨德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281,689.34 215,782.76 哈尔滨金顺达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市亿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海蓝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英顺美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惠民建材有限公司、

范兰花、金海、吴德芳、王丽英、黄金国、林冬英、任春雨、范洪贵、陈瑞兰、黑

龙江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花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 2,025,000.00 133,896.03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爱国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大市场金清建材经销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红梅木业经销处、范金花、

吴素梅、程爱国、范金清、黄俊杰、吴国华、陈银宝、黑龙江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爱国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 1,684,999.25 121,542.07 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清建材经销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金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花建筑设备钢架租赁处、哈尔滨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红梅木业经销处、范金

花、吴素梅、程爱国、范金清、黄俊杰、吴国华、陈银宝、郑德文、郑青梅、黑龙江

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哈尔滨金顺达建材有限公司 2,281,228.06 204,627.83 哈尔滨市亿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海蓝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英顺美商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惠民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德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范

兰花、金海、吴德芳、王丽英、黄金国、林冬英、任春雨、范洪贵、陈瑞兰、黑龙江

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 哈尔滨市亿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281,556.85 215,771.40 哈尔滨海蓝建材有限公司、哈尔滨英顺美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惠民建材有 贷款担保方式：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哈尔滨

限公司、哈尔滨德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金顺达建材有限公司、范兰花、

金海、吴德芳、王丽英、黄金国、林冬英、任春雨、范洪贵、陈瑞兰、黑龙江新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 哈尔滨市天博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803,703.56 77,830,764.66 李彤、黄旭 贷款担保方式：抵押+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执行中。 内蒙古通辽

23 黑龙江盛昌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35,000,000.00 2,434,173.15 王淑红、黄忠宇、黑龙江省天龙浩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担保方式：抵押+保证。诉讼情况：已诉讼申请执行。 七台河

合 计 332,972,407.54 201,331,2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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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天恒田菊科技有限公司等23户

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资产亮点：上述22户债权，有19户已经诉讼。抵押物位置优越，适合开办工厂
等，具有一定投资价值。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内
两个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

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产权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请有意购买者前来咨询、查阅有关资料，洽谈购买意向、交易价格、交易方式和
交易条件。

注：以上公告不构成要约。

公司网址：http://www.gwamcc.com
联系人：王先生 沙女士 联系电话：0451-53622400 53607983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0号金融大厦 邮政编码：15000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22年3月21日

今年，前锋农场有限公司不断优化和调
整基层工会组织和民主管理委员会，把在群
众中威望高、主动传播正能量的职工代表、科
技示范户等群众调整到民主管理委员会，把
思想积极上进，勇于担当，业绩突出的青年业
务骨干调整到基层工会、团委、女工委中。

让群众参与到基层工民主管理工作
中，特别是发挥女工委妇女半边天作用，
实际工作中，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正确态
度，公平合理、公开透明，特别是在涉及群
众利益、办事公开化工作中，如低保户的
申请和退出、田间路的整理、精准扶贫回

头看、落实上级优惠政策等问题上，基层
工会组织主动作为，民主管理委员会监督
到位。今年以来，管理区增加公开项目 5
项，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3件。通过开
展民主管理工作，因政策和群众利益分配
的信访矛盾大幅度减少，办事透明度不断
提高，群众知晓率不断提高，群众对基层
党组织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于志伟）

前锋农场选人才优结构提升管理

绥棱县第一中学秉承“自信、勤奋、
厚德、博学”的校训，着力打造“厚德弘
善”的德育品牌，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切实推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营造了积
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文明
校园创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品牌引领、文化传承。走进绥棱一
中校园，一道道长廊挂满人文、自然、科
学的介绍图板，文化的气息浓郁；一扇扇
橱窗张贴着优秀师生的事迹介绍和活动
图片，人文、智慧在碰撞闪光；乒乓球、篮
球、气排球、羽毛球各类运动场地，跃动
着青春的力量；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可见
传统和现代携手，展现继往开来的一中
文化。校园广播站、文学社、健美操社
团、管弦乐队、钢琴社、书法社、美术社、
排球社、足球社、乒乓球社、国旗班、摄影

社等10余个社团共同打造了丰富多彩的
第二课堂，德育系列校本教材更体现一
中文化建设的底色。文化校园、馨香弥
漫，这里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共同发
展的精神家园。

优秀教师是一所学校最宝贵的资源，
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绥棱一中
以实际行动践行“达者为先”，尽显“师者”
传承与创新的文化担当。学校坚持“以学
生健康成长为本，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
的教育理念，着力开发“亲近人文，至达善
爱”的校园文化活动。走进学校一年一度
的名师展示课大赛，师生共同参加的文化
体育节、金秋艺术节、高三年级成人礼、

“书香润校园”读书节、校园科技节、红色
专题教育，高一新生的健美操大赛等特色
文化活动，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绽放出七

彩姿容，实现着师生共化，更让文化之光
流淌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教育要立足新时代运用新手
段，绥棱一中全覆盖的校园网络，构建完
善、数字化的校园管理和教育平台。“校
园天眼”全覆盖，为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智慧黑板”为课堂提供了更多挖掘、创
造地可能，网上阅卷系统让师生更有效
率地完成教学的闭环式考察，专业化的
电子教室让广大师生在现代教育咨询中
自由冲浪，家校联合微信群、校园公众
号，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
建了无障碍的沟通桥梁。绥棱一中以办
公数字化、教育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彰显
着校园建设的现代化。

乘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长风，
绥棱一中舞在新百年的长空；踏上第二
个百年发展的伟大征程，绥棱一中在文
化的盎然绿意中辉耀蓬勃，绥棱一中将
继续谱写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程秀萍 苏彦秋）

青冈县青冈镇中学建校仅 10年，却
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为绥化市教育界
的一张名片，先后被评为省级标准化学
校、省级安全学校、省级十佳和谐校园、
省德育工作先进学校、市教育系统先进
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2021年荣获省级
文明校园标兵。

荣誉的取得源于学校全体教职员工
与时俱进，携手拼搏，砥砺前行，不断更
新育人理念，全面改善办学条件，落实现
代科学管理，持续深化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以提高师生文明素质和校园文明程
度为根本，形成了文明向上的校园风貌，
让文明之花开遍校园每个角落。

同心协力，践行文明。学校成立了
以校长为组长、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全
员参与、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结合开展
的绿色学校、标准化学校、平安校园、和
谐校园等工作，加强对创建工作的引领，
全校上下形成创建合力。成立了家长委
员会，与管区派出所、武警中队、北城社

区等单位保持良好合作，形成了“学校、
家长、社会”三位一体的文明创建网络。
坚持以教师和学生的成长为出发点，给
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使每
个教师和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逐渐把
学校建成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使每一名师生都
成为创建文明校园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内化于心，彰显文明。学校把文明
创建的理念融入到“三风一训”、校歌校
徽、班徽班歌、教师誓词等精神载体之
中。独具匠心，精心设计班级文化、走廊
文化、寝室文化、门厅文化、楼梯间文化、
庭院文化。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题教育活动，严格升国旗制度，开展厉
行节俭签名活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
风尚。开展了书法、征文、汉字听写大

赛、知识竞赛，“团旗伴着党旗飘”“红心
向党”等文艺演出，引导学生树立了爱国
思想。开展争做“十佳励志少年”“小手
拉大手”等活动，家校共建，亲子同行，形
成了文明的良性循环。

点滴细节，绽放文明。针对孤儿和
特殊家庭学生，学校采取了文明关爱行
动，为他们准备“温馨衣架”、生日面和蛋
糕，让他们体会家的温暖，和其他孩子一
同幸福成长。常年坚持“文明好习惯”活
动，设立“诚信图书漂流点”“诚信生活服
务站”“诚信考场”，引导规范师生的行
为，并进行量化考核，日公布，周小结，月
汇总，作为评选文明班级、文明寝室、文
明教师和学生的依据。

青冈镇中学全体师生将铭记“崇德
尚雅启智修身”的校训，以传承优秀文
化、培养栋梁人才、淳善社会风气为己
任，努力为绥化市教育发展谱写新篇
章。

（周启）

绥棱县第一中学

品牌引领近人文达善爱

青冈县青冈镇中学

同心协力共建文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