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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牡丹江监管分局批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信通支行于2022年5月16
日终止营业，其原有业务并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

丹江锦江支行营业室，地址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太平

路269号。

联系电话：0453-6952388-8129
联系人：常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
2022年5月20日

我公司拟对齐齐哈尔市龙利砂石矿场债权项目进行公开
竞价处置，现公告如下：

竞价规则：一人报名出价，满足成交条件，方可成交。
竞价方式：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竞价。
竞价日程安排：竞价时间为2022年5月30日10时至2022

年5月31日10时，竞价周期24小时。起始价1,880,000.00元，
保证金 100,000.00元，增价幅度 10,000.00元。意向购买人最
迟于 2022年 5月 30日 10时前缴纳保证金。线上竞价活动设
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活动结束前，当标的物的竞拍时间只
剩最后5分钟时，5分钟内如果有人出价即循环延时，延时5分
钟。自公告日起至2022年5月27日17时止接受咨询、查阅文
件资料及办理竞买手续，请拨打联系人电话或直接来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现场。

竞价转让项目基本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分公司拥有债务人齐齐哈尔市龙利砂石矿场债权总
额 4,770,662.03 元，其中本金为 1,880,000.00 元，表外利息
2,097,508.83元，孳生利息为793,153.20元。本债权的担保方式
为抵押担保，抵押物坐落在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新江路184号，包
括齐齐哈尔市龙利熔炼厂名下土地使用权6122平方米，国有划

拨生产用地；王常利名下房产1处，建筑面积473.05平方米；债务
企业自有机器设备共11台（套）及电缆。该债权我分公司已胜
诉、执行中。原债务企业齐齐哈尔市龙利砂石矿场更名为齐齐
哈尔市长利食品厂，债务由齐齐哈尔市长利食品厂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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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陈先生、王女士，0451-53607563、
0451-53623146，地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金融大
厦0978室。

内容详见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淘宝网
站（https://zc-paimai.taobao.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22年5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齐齐哈尔市龙利砂石矿场

债权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拟对从

中国农业银行收购的下列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黑龙江北方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不良贷款本金余额 25,964.30 万元，利息 68,
156.99万元，孳生利息9,176.56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
质押，抵押物为房产、设备；质押物为公路收费权；保证人佳木
斯北方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市北北娱乐有限责任公
司。本债权已诉讼，进入执行程序。债务人持有双鸭山北方
升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股息红利，股权已被
我公司查封。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
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
让、挂牌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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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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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 姜先生 杜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1701 53623007 536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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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处置公告

我公司建设黑龙江省木兰县东升超贫磁铁矿尾矿库新建工程，现就环评事宜
向公众征求意见，详见 http://mlxxxgk.harbin.gov.cn/art/2022/5/17/art_18955_
1258818.html。联系人：李贺，13089638330。

哈尔滨天滋矿业有限公司

环评公示

5月15日早，牡丹江市公安局东安分
局七星派出所接到三名同学求助：因核

酸检测城市静态管控，公共交通工具暂
停运营，无法抵达黑龙江幼儿高等专科

学校考点进行考试，请求民警帮助。
接到求助后，值班民警立即将情况

向当日值班领导汇报，了解情况后，值班
领导立即安排民警驾驶警车将三名考生
送往考场。为了让三名考生按时到达，
民警提前做好工作，与管控点民警提前

联系开辟绿色通道。
开考前，民警成功将三名考生送入考

场。“警察同志，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多
亏了有你们我们才能顺利赶到考场，你们
辛苦了，再次感谢！”进入考场前，三名考生
对民警热心帮助的行为表达了感谢。

牡丹江市公安局东安分局七星派出所

护送考生准时抵达考场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以文明单位创建为载体，扎实推
进企业创新发展，激发了干部职工干事
创业的内生动力，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向心力和发展力，2022年荣获“黑龙江省

文明单位”称号。
作为我国特种电机行业的领先企

业，近年来，佳电股份通过一系列市场化
改革实现“逆风翻盘”，国有“老字号”企
业焕发了新生机，形成了国企改革的“佳

电样本”。2021年销售收入、产品产量、
订货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历史性突
破，生产经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佳电股份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发
展，始终瞄准未来电机行业的发展趋势，持
续加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
力度，陆续推出“电机配套产品”、“智能电
机与在线监测”及“云服务诊断系统”等新
产品与新服务，不断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全面的周到服务。
“双碳”背景下，佳电股份坚持“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节能环保”原则，以建设
“世界一流特种电机制造和服务企业”为
目标，以“内涵式转型、外延式转型”为方
向，积极实施“科技驱动、质量驱动、数字
驱动、用户驱动、供应链驱动、人才驱动”
战略，持续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徐慕婵）

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检察院始终重
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坚持把文明单位
创建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能力作风建设
等相结合，共同推进提质增效，取得了较
好的工作效果。

以服务企业助推优化营商环境。强
化检企沟通，通过座谈会、上门走访、检察
开放日等系列普法活动，面对面倾听企业
心声，“零距离”解答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法
律疑问。深入落实检察机关办事不求人

承诺，搭建服务企业“绿色通道”，优先办
理民营企业控告申诉案件，为民营企业日
常生产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

以保护企业生产经营助推营商环
境。认真落实“少捕涉诉”司法理念和宽
严相济办理刑事案件政策，依法审慎办理
涉市场主体案件，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涉案市场主体和民营企业负责人从宽处
理。依法严厉打击盗窃、职务侵占、诈骗

等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
107件，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公开听证等
办案机制，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

以平安建设助推营商环境。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斗争，该院提起公诉涉黑涉恶
犯罪嫌疑人 39人，严厉打击了涉黑涉恶
犯罪。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推进扫黑
除恶工作常态化，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
态化贡献检察智慧。 （张姝 果杨）

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检察院

创建融合推进提质增效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强创新提服务逆势转型

□周琳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晶琳

做好全盘谋划，协调三级联动，打通
堵点难点，省地震局作为我省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地震灾害风险普
查（以下简称“地震灾害风险普查”）的牵
头部门，思路清晰，举措有力，目前已经全
面完成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工作，为下一步
全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有序进
行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地震灾害风
险普查的阶段性工作成果得到了省普查
办的表扬与肯定。

为全面掌握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
情况，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
范能力，国务院于 2020年至 2022年开展
为期三年的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工作，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是其
中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 10月 15日，我省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正式开
始。地震灾害风险普查目标是摸清我省
地震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客观认识全省各
地地震灾害风险水平，为各级人民政府有
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切
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
地震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省

地震灾害风险普查项目负责人、固体地球
物理学博士赵斌介绍。

如何在这项“摸着石头过河”的新工
作中，坚实走好每一步，做好全盘谋划至
关重要。省地震局党组高度重视，全面布
局谋划，科学制定了省地震灾害风险普查
工作内容，确定普查的总体任务为：获取
地震灾害致灾信息，调查地震危险源地震
构造情况；评估当前地震致灾风险水平；
形成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与常态业务工作
相互促进的工作制度。

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需要强有力的
工作团队相互配合。不到40岁的赵斌被
任命为项目负责人，主持推进此项工作，
他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业务
钻研中，迅速掌握普查工作的每一项目标
要求、技术规范、专业流程和存在问题，同
时积极与母校联系，与“时代楷模”吉林
大学黄大年教授科研团队展开合作，克
服野外工作的艰苦，先后完成了呼兰河
断裂重磁联合勘探与解译、滨州断裂哈
尔滨段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重磁
探测项目等针对我省致灾体的较为精细
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为地震灾害风险
普查工作提供了最新的基础调查资料。

在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过程中，我
省各有关行业部门，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积极配合省级地震部门开展地震灾害调
查，省地震局通过公文往来的形式，将资
料需求清单发送到全省各市应急部门，市
级应急管理部门再调动本行政辖区内的
县级部门共同开展工作，最后将收集到的
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基础资料汇交到省地
震局，从而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地震职能部
门的协调与联动。在普查项目之初，开展
地方试点任务的时候，我省的三个试点县
穆棱市、通河县和丰林县的应急管理部门
更是直接与省地震局的专家团队建立了
沟通协调机制，及时解决普查工作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

从 2020年到现在，我省因为疫情多
次按下暂停键，给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但省地震局牢牢抓住
窗口期有利时机，进入“防控无节假，普查
无假期”的模式。加大培训和经费争取力
度，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分片区培训市县
普查人员；强化调研与宣传，深入市县调
研了解普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强调
严守数据质量这条“生命线”。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省地震局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
阶段性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任务。

普查开展近两年来，各项工作进展顺
利，目前，省地震局已经全面完成地震灾
害风险调查工作，包括1个活断层课题数

据库入库、13个安评活断层数据入库、
414个钻孔标准化数据入库、绥化市 110
万平方米房屋抽样详查、1：25万地震构
造图及说明书编制。完成了“一省一县”
通河县试点评估与区划工作，包括四个概
率水平下的场地峰值加速度危险性图、经
济损失风险评估与区划图、人员死亡风险
评估与区划图以及相应的成果报告。正
在开展的“一省一市”鸡西市试点地震灾
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将用于检验县级
至市级评估区划的技术方法和实施流程，
打通省市县三级评估与区划全链条技术
流程，为全面开展评估与区划工作积累经
验。

“完整的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取得
后，将为我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布局和功能区划提供科学依据；普查形成
的主要地震灾害风险要素、重点隐患、风
险评估和风险区划等成果，能够为灾害监
测预警、风险隐患治理、防治等提供本底
风险状况和重点隐患信息；地震灾害风险
评估与区划成果可以为开展我省自然灾
害综合评估与区划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
撑，助力‘智慧减灾’体系建设，防范化解
可能因自然灾害而出现的重大风险，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直接有效的安全
保障。”赵斌说。

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为龙江“智慧减灾”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宇）4月28日起，黑龙江省正式启动

“龙江双品 神州飘香——黑龙江第四
届双品网购节”活动。据统计，截至 5
月12日，省内50余家电商平台参加了
双品网购节活动，带动商企 1612家，
涉及760个品牌、7117个单品，涵盖了
汽车、农特产品、家电、零食、酒水、俄
罗斯食品等优质商品，活动期间累计
开展电商直播 705场，累计观看 954.2
万人次，促成直播交易下单40.6万单，
活动整体网络零售额达到1.05亿元。

本次双品网购节充分发挥线上线
下融合优势，苏宁易购赋能本地商户，

通过工厂+苏宁同步让价；抖音本地
生活依托线下服务场景，推动餐饮、休
闲娱乐等商家打开线上经营新业态，
助力生活服务各行业经济复苏；瓜子
二手车平台通过线上展示线下验车成
交汽车42台；黑龙江云闪付组织正阳
家园、松雷、百盛、西城红场等14家省
内知名企业共同投入资金超过200万
元开展线上消费满减活动。

据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负责同志
介绍，本次活动是全国“第四届双品网
购节暨非洲好物网购节”的组成部分，
我省在“数商兴农”专场和“买在金砖”
活动中表现优异。

“1.05亿元”！黑龙江第四届
双品网购节成功收官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5月19日，金
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以视
频方式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
乏力，发展鸿沟加剧，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
挑战严峻。金砖国家要不忘成立初心，牢记

合作使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国际
社会同心合力、迎难而上，携手开辟更加光
明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愿同包括金砖国
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稳步推进全球发展
倡议落地落实，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希望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履行责任担
当，深化沟通交流，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
论坛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指导金砖国家
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
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

会主席、总统拉马福萨，阿根廷正义党主
席、总统费尔南德斯，柬埔寨人民党主席、
政府首相洪森和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总
主席、前总统梅加瓦蒂等以视频或书面方
式向论坛致贺。来自10个国家的130余名
政党领导人、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线
上参会。

习近平向金砖国家政党、智库
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致贺信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澍

17日，3只被6米高捕鸟网粘住的
“极危”物种黄胸鹀，被哈尔滨市多个
部门及时发现并解救。

当日清晨 6点，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哈尔滨志愿者团队、中国绿发
会松哈大团队的志愿者联合哈尔滨
市林草局、市公安局南岗分局食药环
犯罪侦查大队、南岗区农业农村局以
及王岗派出所等单位，在王岗镇兴隆
村附近一处树林中，发现有人架网非

法捕鸟。经过现场多角度巡查，发现
高 6米、长 12米的巨大捕鸟网共计 14
片，网上有普通朱雀、栗鹀、黄雀、伯
劳、戴胜、柳莺、麻雀、燕子、红喉姬
鹟、树鹨、斑鸫、丘鹬等野鸟几十只。
其中，3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黄胸鹀被捕鸟人装在扁笼里，时不
时用翅膀和头撞击笼子。这是第一
次在哈尔滨周边发现如此规模的大
型非法捕鸟现场。

解救过程中，警方当场控制住一
名嫌疑人，其他嫌疑人正在抓捕中。

笼中被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
胸鹀。

解救“极危”黄胸鹀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石琪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镭
日前，在省体育局，准备参加“黑

龙江省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代表
座谈会”的范可新接受了黑龙江日报·
龙头新闻记者的采访。

2月5日，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2000米混合接力项目中，范可新与曲
春雨、任子威、武大靖和张雨婷组成的
中国队以 2分 37秒 348夺得了中国代
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夺冠当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范可新赛后亲吻冰面的一幕。被她亲
吻后的冰场，与运动员最真切的爱产
生共鸣，那一刻引无数人泪目。

如今，这一幕已经过去三个多
月。回想起这一吻，范可新依然坚定
地说：“那个举动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
人，运动员对于自己所从事项目的热
爱。”

不只是奥运会夺冠的那一块冰
场，每一块冰场都值得亲吻。范可新
说：“每一块冰面对于运动员来说都是
宝贵的，冰面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的舞
台。”正如她所说，每一个短道速滑运
动员都在冰场上闪闪发光。

范可新也想亲吻家乡的冰场。她
出生于七台河市，一个被誉为中国短

道速滑冠军摇篮的城市。七台河短道
速滑冠军馆的“金牌榜”上，实时更新
着冠军和金牌产生的数量。上面每一
个跳动的数字都代表着七台河为我国
冰雪体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七台河这张城市名片由无数拼搏
过的运动员共同擦亮，范可新的这枚
金牌也为七台河这座城市再续辉煌，
激励着所有短道速滑运动员们继续前
行。

对于家乡，范可新充满热爱，同
时，她也时刻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七
台河能培养这么多冬奥冠军，是这么
多年的传承，我们的前辈们打下了这
么好的基础，大杨姐、王濛姐，现在到
了我，所以我要把这一棒传承下去，希
望更多的七台河人取得奥运冠军和世
界冠军。”范可新说。

范可新回到家乡时，常常去看望
小运动员们。“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都
会跟小运动员们沟通交流，希望他们
感受到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传递的能
量。”北京冬奥会的辉煌仍在，而范可
新的未来也充满更多可能。

如今，北京冬奥会已经过去三个
多月，这段时间，范可新一直在用自己
的力量传递体育精神，宣传推广冰雪
项目。

即使不是在展现短道速滑运动员
魅力的赛场上，记者也真切地感受到
范可新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韧劲儿”与

“拼劲儿”。谈到接下来的计划，范可
新说：“对于我来说，现在是调整期，我
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完成学
业，提升自己的思想，让自己有更大的
视野再回到热爱的项目上。未来，无论
是作为运动员也好，还是从事其他职
业，我都不会离开短道速滑这个项目。”

范可新接受专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

春雷摄

冬奥冠军回来了

我要把冠军棒传承下去
范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