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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我公司于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中国石油大

庆市石化分公司厂区内新建污泥焚烧装置，现就
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向公众征求意见，详见https://
share.weiyun.com/1grcSN0A。联系人：何科长，
18944593336，邮箱：hejj-ds@petrochina.com.cn。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

法人客户 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借款本金

1 尚志市土产油脂厂 尚志市土产油脂厂 99,471,511.98

2 尚志市残联五七扶贫基地 尚志市残联五七扶贫基地 200,000.00

3 尚志市日杂废旧公司 尚志市日杂废旧公司 5,822,000.00

4 尚志市一面坡供销社 尚志市一面坡供销社 2,796,000.00

5 尚志市元宝福利火柴厂 尚志市元宝福利火柴厂 664,500.00

6 尚志市恒兴畜禽养殖场 尚志市恒兴畜禽养殖场 220,000.00

7 尚志市种子公司 尚志市种子公司 4,383,333.12

8 尚志市新光浸油厂 尚志市新光浸油厂 9,740,000.00

9 尚志市万山五环养殖厂 尚志市万山五环养殖厂 3,716,736.00

10 尚志市兴隆畜禽养殖厂 尚志市兴隆畜禽养殖厂 495,000.00

11 中外合资尚志市普乐斯木制品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尚志市普乐斯木制品有限公司 650,000.00

12 尚志市帽儿山瑞龙煤炭经销部 尚志市帽儿山瑞龙煤炭经销部 140,000.00

13 尚志市苇河供销合作社 尚志市苇河供销合作社 1,281,000.00

14 哈尔滨三梅果酒饮品厂 哈尔滨三梅果酒饮品厂 1,436,949.00

15 尚志市乌吉密九北育肥牛厂 尚志市乌吉密九北育肥牛厂 1,540,000.00

16 尚志市苇河青云制药厂 尚志市苇河青云制药厂 2,423,599.00

17 尚志市林业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尚志市林业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4,560,000.00

18 尚志市农业机械总公司 尚志市农业机械总公司 5,958,639.00

合计 145,499,268.10

自然人 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人身份证号码 担保人名称 担保人身份证号码 借款本金

1 尹伟楠 2321021975****4056 尹伟楠 2321021975****4056 62,247.09

2 曲卫熹 2321021959****4011 曲卫熹 2321021959****4011 169,375.28

3 孔令新 232102630508045 孔令新 232102630508045 672,170.14

4 李英福 2321021966****0014 李英福 2321021966****0014 1,012,562.04

5 司丽新 2301831970****0521 司丽新 2301831970****0521 1,128,527.78

6 姜金玲 2301831956****0726 姜金玲 2301831956****0726 1,069,782.20

7 姜金荣 2321021964****0728 姜金荣 2321021964****0728 1,273,796.54

8 朴昌永 朴昌永 2,000.00

9 朴东根 朴东根 2,000.00

10 朴东浩 朴东浩 2,000.00

11 朴庆国 朴庆国 2,000.00

12 李秀日 李秀日 2,000.00

13 李秀吉 李秀吉 4,000.00

14 申万宝 申万宝 7,000.00

15 郑喜春 郑喜春 38,000.00

16 徐振生 徐振生 40,000.00

17 佟运 佟运 3,000.00

18 周发增 周发增 60,000.00

19 高成云 高成云 8,000.00

20 段成军 段成军 9,000.00

21 王连生 王连生 47,800.00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人身份证号码 担保人名称 担保人身份证号码 借款本金

22 兰华 230102411210411 兰华 230102411210411 95,000.00

23 徐成贵 2321031947****0912 徐成贵 2321031947****0912 79,574.51

24 高淑芹 2321031961****0143 高淑芹 2321031961****0143 93,014.81

25 凌桂荣 2321031961****0084 凌桂荣 2321031961****0084 20,941.60

26 程显彪 2321031964****7075 程显彪 2321031964****7075 176,663.98

27 龚丽娟 2321031965****5824 龚丽娟 2321031965****5824 67,926.13

28 李铁林 2321031971****0919 李铁林 2321031971****0919 26,465.46

29 方永利 2321031978****683X 方永利 2321031978****683X 441,105.31

30 王飞 232103680418061 王飞 232103680418061 114,099.48

31 关劲夫 232103690718041 关劲夫 232103690718041 856,881.78

32 唐振云 2321251954****0649 唐振云 2321251954****0649 57,624.09

33 徐福贵 232125511015091 徐福贵 232125511015091 111,476.87

34 刘全发 232125531112631 刘全发 232125531112631 113,094.77

35 庞宝和 232125570712093 庞宝和 232125570712093 84,255.33

36 姚金华 232125571229091 姚金华 232125571229091 88,936.20

37 张萍 232125650614092 张萍 232125650614092 290,385.37

38 王彬 23p002732658 王彬 23p002732658 300,000.00

39 张弘强 23p002733571 张弘强 23p002733571 150,000.00

40 崔玉和 23p002736176 崔玉和 23p002736176 140,000.00

41 张国权 23p002736458 张国权 23p002736458 40,000.00

42 钱显峰 23p003570239 钱显峰 23p003570239 50,000.00

43 李景春 23p003874665 李景春 23p003874665 500,000.00

44 徐继春 23p003876152 徐继春 23p003876152 250,000.00

45 田广仪 23p003972042 田广仪 23p003972042 100,000.00

46 张长青 23p003972662 张长青 23p003972662 600,000.00

47 周志田 23p003974159 周志田 23p003974159 65,075.60

48 韩成坤 23p003974388 韩成坤 23p003974388 20,000.00

49 孙丽华 23p003974702 孙丽华 23p003974702 70,000.00

50 徐勇年 23p003975974 徐勇年 23p003975974 60,000.00

51 徐兴利 23p003976255 徐兴利 23p003976255 60,000.00

52 刘新山 23p003976680 刘新山 23p003976680 120,000.00

53 赵亚学 23p005629027 赵亚学 23p005629027 340,000.00

54 金太龙 23p005629223 金太龙 23p005629223 600,000.00

55 金春英 23p005629310 金春英 23p005629310 80,000.00

56 李桂祥 23p005629354 李桂祥 23p005629354 45,000.00

57 刘小玲 23p005629429 刘小玲 23p005629429 20,000.00

58 郭希武 23p005629452 郭希武 23p005629452 350,000.00

59 周继荣 23p006570752 周继荣 23p006570752 500,000.00

注：

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上述以人民币“元”为金额单位。本公告催收

债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上述借款人、保证人以及知情者，请与我行及分支机构联系。

联系电话：888348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2022年4月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受财政部委托，现对下列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继承人立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及其分支机构履行还款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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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税务局深入落
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精神，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在提升纳税人满意度上出实招，多措并
举打出精细服务“组合拳”。

梳理事项更细化。准确掌握纳税人
缴费人对涉税费业务的复杂程度和操作
流程进行全面梳理、简繁划分。电子税务
局可办理的，税务干部“一对一”“点对点”

指导操作。对部分或全部流程需在窗口
办理的，导税干部核实资料后，引至窗口
办理。对符合“简事快办”清单列明业务
事项引至“简事快办”专席，即时办结。

远程助办更周到。为在家办理涉税
费业务的，开通远程助办服务，通过电
话、微信、钉钉等媒介提供远程助办服务
和业务辅导，帮助其完成网上办理。涉
及发票领购的，可在电子税务局申请后，

工作人员帮助寄达。
容缺办理更贴心。拓展容缺办理事

项，制定容缺办理清单，对登记状态“正
常”的纳税人不影响受理业务的可容缺
资料，填写书面补正承诺后即可办理，并
及时联系和提醒纳税人在承诺时限前补
正资料。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免予提
供税务登记证件和个人身份证件。

问题答疑更及时。办税服务厅设立
疑难问题处理中心，专门为纳税人缴费
人解决疑难问题，采取电话或网络视频
会议的方式，将业务支持、政策指导前
移，联合会诊，制定处理方案。（周文斌）

近年来，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秉
承“唱响激情，追求卓越，携手每位学生
迈向成功之路”的办学理念，确立了“质
量为本、文化立校，创建人民满意品牌高
中”的发展目标，形成了“治学严谨、纪律
严明、管理严格”的管理特色。学校践行
新课程理念，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赢得了
社会的高度认可，先后获得省十佳和谐
校园、省师德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学校全面开创校园文明建设新局

面，坚持五育并举，以课程建设为依托，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倡导“德
育工作课程化”将社团活动、艺体活动、
专题教育、节日教育等德育活动进行课
程构建，培养学生自治自理能力，逐步实
现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结合学校实际
构建“三重四育”课程体系，充分激活学
生高阶思维、锻炼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学
生志趣爱好，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
展。学校布局合理，环境优美，教学辅助

设施完善，为文明校园建设提供了网络
化、信息化、现代化物质保障。通过班级
走廊墙体文化建设、校史馆、“火车头”红
色教育基地等各级宣传阵地，以多种形
式进行文化宣传和氛围营造，打开了文
明校园建设工作的新思路，被命名为“省
级文明校园标兵”荣誉称号。 （王志敏）

“核心使命-2022”系列战役开展以
来，穆棱市公安局紧盯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工作，出重拳、下重手，最大限度
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生存空间，掀起破案
打击新高潮。

2月17日，穆棱市公安局接到辖区居
民刘某报警称，其在某直播平台上发现并
下载一款名为“巴黎佳人”的交友软件，对
方以充值会员返现并提供线下交友服务
的名义，骗取其8万余元钱。案发后，穆棱

警方经过循线追踪，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徐某、蔡某，并将两人列为网上在逃人
员。2月22日，犯罪嫌疑人徐某被四川警
方抓获，并交代其从事赌博网站转账洗钱
的违法犯罪事实。为尽快抓获嫌疑人，专
案组接连奔赴四川、广东、贵州等地，于3
月15日陆续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2月24日，穆棱市八面通镇居民王某
报案称其在微信中添加陌生微信号，对方
以交友名义，通过感情培养获取其信任，

再诱惑其在博彩网站投资，骗取王某15万
余元。警方经研判，犯罪嫌疑人符某在明
知他人使用自己银行卡进行刷流水洗钱
的情况下，仍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
用于刷流水洗钱活动，涉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3月20日，专案组赶赴海南
省琼海市，将犯罪嫌疑人符某抓获。

截至目前，穆棱市公安局已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 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6人。下一步，穆棱市公安局将持续加
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
度，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
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王安政 杨德志）

近年来，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院在文明创建中将党建与业务深
度融合，形成以党建带创建、以创建促党
建的良好局面。开展“党建工作巩固提
升年工程”“标准化党支部”建设，创建

“红色堡垒、水院先锋”党建子品牌，28个
党支部全部被授予“黑龙江省国资委出
资企业标准化党支部”。

目前，设计院拥有志愿者 689名，占
全院职工 80%以上，先后帮扶水头村等
10余个村镇，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中省直
单位帮建新农村工作先进单位”“贡献突
出先进单位”；该院积极鼓励民间社团、
协会组织发展，成立了摄影协会、乒乓球
协会、篮球协会、羽毛球协会、老年合唱
团等，经常开展活动，丰富了职工文化生
活；以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重大节庆
活动为契机，组织全院性的文体活动，为

文明创建工作增光添彩，多次被水利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水
利文明单位”，2022年，该院获评第二十
届省级文明单位标兵。

省水利设计院是黑龙江、松花江流
域区域性大型综合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
究单位，也是省内仅有的水利水电行业
甲级勘测设计单位。建院 66年来，承接
了大量水利部和黑龙江省基础性、战略
性、前瞻性的水利规划设计及前期技术
服务等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基础信
息与工程规划设计经验，人才、技术、区
位品牌等优势明显，谋划生成的黑龙江
省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项目、三江
治理、引嫩扩建、兴凯湖引水等一批重大
水利工程，涉及投资达1000亿元以上，为
黑龙江省水利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积极努力。

2021年该院实现生产产值4.8亿，再
创 5年来新高；近五年，该院先后获得知
识产权 58项，45项研究课题分别荣获省
优秀咨询成果奖、省科技进步奖、省优秀
勘察设计奖，荣膺行业“智库型单位影响
力 30强”；被认定为 2021年度黑龙江省
知识产权优势试点企业，获得省 2021年
度第一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支
持资金。

当前，该院充分发挥“谋”的优势和
潜能，正倾力推进承担的国家150项重大
水利项目和黑龙江省“十四五”重大战略
性水利工程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被列入
国家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工程的松花江
连通工程，持续巩固提升高端规划咨询、
深度技术服务和区位品牌优势，主动参
与行业重大政策及核心问题研究，高精
度谋划全省水利战略规划、龙江水网规
划、“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先后被授
予“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AAA级
诚信单位”“企业信用AAA+单位”。

（王洪刚）

近年来，黑龙江工程学院高度重视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以“六好”标准为目
标，强化顶层设计，丰富创建内涵，凸显
育人特色，开创了新时代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新局面。学校连续三次被评为省级
文明校园标兵，进入全国文明校园先进
学校行列。先后荣获全省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第七届全国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省
师德建设“十佳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打造融合发展，实现协同育人。学校
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科教融
合、协同创新，军民融合、协同发展”的“三
融合、三协同”育人新体系，成立了校内外
多方参与、与行业企业共建共管的“龙建
学院”等行业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打造

了工科学院、行业学院、现代产业学院“三
院协同”的育人模式。几年来，学校在应
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应用
型本科办学特色愈发鲜明。学校获批硕
士学位授予单位，成为我省特色应用型本
科示范高校、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校，进入我省高等教育“8112工程”和教
育服务龙江振兴“531工程”序列。

倡导工程文化，落实立德树人。学校
突出工程文化育人特色，构建“六位一体”
工程文化建设体系。成立了工程文化教
育中心，出版了《工程文化教育研究与实
践》等专著；开设《工程伦理》等工程文化
课程，将课程思政融入工程文化元素；推
进以1个工程文化博物馆+N个工程文化
教育基地为载体的“1+N”教育基地建设；
加强教学楼、实验楼楼道文化建设，构建

标准规范的校园形象识别体系；开展“工
程文化活动季”系列活动，举行工程师召
唤授戒宣誓仪式等。学校还通过建设专
题网站、开设论坛等方式提升工程文化感
染力。“六位一体”工程文化建设实现了从
文化传承到文化创新的转变，是现代工程
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有益探索。

深化双创教育，助力全面发展。学
校构建了开放式、多元化、多层次的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创
新创业教育，开设创新创业课程，设置教
育学分，开展创新创业类第二课堂活
动。创设了致用（虚拟）学院作为创新创
业教育管理平台。学校的双创教育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大学科技园被
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获批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学校先后成为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
校、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培
育）和共享型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辛英男）

穆棱市公安局

连破7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谋水求发展创建塑品牌

黑龙江工程学院

坚持标准强设计挖内涵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税务局

服务更精即时办容缺办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优化理念创建文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