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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拟对以下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债权总额26,346.14万元，其中本金
17,703.11万元、利息4,582.25万元、孳
生息 4,060.7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龙江县华丰粮油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

债权情况：截至基准日2021年8月
20日，债权总额6,604.86万元，其中本
金4,359.00万元，利息1,252.65万元，
孳生息 993.21万元。

本债权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抵押物包括债务企业名下位于龙江
县山泉镇官窑村房产4处、建筑面积合计
1,019.20 平方米，商服出让土地2处、使
用权面积2,642.92平方米；债务企业名
下位于龙江县西岗街 62 号房产7处、
建筑面积合计为1,563.93 平方米，仓储
租赁用地4,756.00平方米；债务企业自
有的平房仓2栋、立筒仓2栋、烘干塔一
座；债务企业自有的112,272吨玉米（已
灭失）；中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位于龙江县西岗街272号房产3 处、建
筑面积合计为 2,114.10 平方米；赵占
华名下位于龙江县龙江镇锦秀家园的住
宅和车库，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60.46
平方米、车库建筑面积 52 平方米；王子
齐名下位于龙江县龙江镇春泽名苑小区
的 1-2层临街商服，建筑面积 157.46
平方米；王良柱名下位于龙江县龙江镇

安卫街 22号的1-2层临街商服，建筑面
积569.36 平方米。保证人赵占华、刘向
英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权已诉讼，执行中。
企业概况：龙江县华丰粮油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23日，企
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为赵
占华，注册资本10,020万元，其中赵占
华投资 10,020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100%。工商登记状态为存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302217819340838。

2、龙江县福山永杂粮市场有限责任
公司

债权情况：截至基准日2021年8月
20日，债权总额5,368.93万元，其中本
金3,590.21万元，利息960.69万元，孳
生息818.03万元。

本债权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抵押物包括债务企业名下位于龙江
县七棵树镇福山永村福山永屯的房产5
处、建筑面积合计共1,140平方米（其中
办公房756平方米已拆除，现剩余4处共
384平方米）;甘南浩翔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龙江县“新城明珠”的房
产 6 处、建筑面积合计 7,238.54 平方
米。保证人李春生、胡学英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债权已诉讼，执行中。
企业概况：龙江县福山永杂粮市场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18日，

注册资本10,01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春
生，公司股东1人，李春生占比100%。
现企业登记状态为存续，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23022179052393，经营范围包
括杂粮收购、仓储等。

3、齐齐哈尔市隆亿食品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截至基准日2021年8月

20日，债权总额7,125.54万元，其中本
金4,800.00万元，利息1,231.86万元，
孳生息1,093.68万元。

本债权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抵押物包括债务企业名下位于齐齐
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开发区启动区内纬三
路南房产 31 处、建筑面积合计 28,
015.9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1处、使用权
面积为69,440.70平方米，国有建设工业
用地；生猪屠宰生产线1套；保证人刘国
良、刘妮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权已诉讼，执行中。
企业概况：齐齐哈尔市隆亿食品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19日，注册资
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刘国良，公司股东2人，
刘国良占99.82%，于彩丽占0.18%。企业
登记状态为存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2067627379736，经营范围包括生
猪养殖、生猪屠宰、农副产品收购，粮食
收购等。

4、讷河市紫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情况：截至基准日2021年8月

30日，债权总额6,932.46万元，其中本

金4,853.90万元，利息982.74万元，孳
生息1,095.82万元。

本债权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抵押物包括债务企业名下位于讷河
市团结镇兴旺乡房产3处、建筑面积合计
1,242平方米，土地1处、使用权面积为
3,534.10平方米，国用建设出让用地；债
务企业自有玉米库存50,000吨（已灭
失）；黑龙江长隆粮食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讷河市龙华四区的房产7处、建筑面积共
计22,598.83平方米。保证人罗春海及
其配偶蒋丽萍、张全武及其配偶田淑珍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权已诉讼，执行中。
企业概况：讷河市紫盈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15日，注册资
本7,000万元，法人代表罗春海，公司股
东由张全武、罗春海和张丽君3人共同组
成，其中张全武占比99.28%、罗春海占比
0.43%、张丽君占比0.29%。现登记状态
为存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8174
6990223，经营范围包括粮食仓储烘干、
杂粮批发等。

5、齐齐哈尔市新城房屋开发公司
债权情况：截至基准日2021年12月

31日，债权总额314.36万元，其中本金
100.00万元，利息154.31万元，孳生利息
60.04万元。

本债权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抵押
物包括债务企业名下房产3处、建筑面积

合计325.70平方米，其中2处位于和祥
组团1号楼1层3号底层商业141.12平
方米、4号底层商业146.25平方米，1处
位于将军府综合楼C栋一层 2号车库
38.33平方米。

债权已诉讼，执行中。
企业概况：齐齐哈尔市新城房屋开

发公司成立于1990年10月27日，注册
资本210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全民
所有制，注册地址为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文化路文化小区七号楼，经营范围包括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肆级），2002年
11月14日被齐齐哈尔市工商局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

注：1、本公告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
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
利息余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相
关民事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计算（单位：人民币/元）。欲了解详细信
息 请 登 陆 公 司 网 站 http://www.
gwamcc.com。

2、处置方式：采取单户（或组包）转
让，包括不限于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转
让、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转让、债务减
让、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让、
挂牌转让、债务重组及其他处置方式。

3、交易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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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5、公告期限：上述资产处置标的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资产处置
债权总额在1,000万元（含）以下]、10个
工作日[1,000万元-5,000万元（含）]、
15个工作日[5,000万元-10,000万元
（含）]、20个工作日（10,000万元以上）
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标的相关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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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先生、王女士

0451-53607563 536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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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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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
公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
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
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
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私分
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
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企业
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

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

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持项目提
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资
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
件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
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
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实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解更详细情况
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
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
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一）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号 国家

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二）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二路 277号国家开

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50028）
电话：0451-53907714/53909510 电子邮件：dflzjubao.hlj＠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
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2022年6月8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

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

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居民小区是构建起一座城市的最小
“单元”，小区治安稳定有序对整座城市的
安全程度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何将小
区管理好？海林市公安局给出这样的答
案：建设“智慧警务室”，打造智慧安防小
区。

“小区大门的智能门禁系统，脸对着
扫一下就能通过，真的太方便了。”家住海

林市高丽花园小区的李大爷提起小区新
建的智慧安防设施竖起了大拇指。“智能
门禁、信息捕捉、自动抓拍、高空抛物识
别、智能摄像和消防通道报警……”一系
列富有科技化元素的新技术、新设备在高

丽花园小区第一派出所智慧警务室中精
致呈现，这些先进的硬件设施可以自动采
集、记录所有进出小区人员、车辆等信息，
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第一派出所
智慧警务室依托管控平台自动分析预警

和“一站式”智慧系统，便能够对小区情况
全面即时掌握，大大提升了警务综合效
能。智慧安防小区建成至今，保持刑事案
件“零发案”，行政案件发案率下降57.3%，
实现“高空抛物”零发生，协助公安机关调
解群众纠纷200余件，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大幅提
升。

自全省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以
来，宝清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贯彻落实总
队、支队文件精神和“十五条硬措施”等各
项要求，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
推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消防安
全责任，凝聚消防救援队伍力量防范化解
风险、保持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

宝清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公安、卫
健、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深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等人员密
集场所开展检查，加强检查频次，加大执
法力度。在检查的同时，开展对各单位
进行帮扶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检
查组重点围绕“十个方面”的检查重点，

实地查看了各单位消防安全工作及安全
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详细了解各单位消
防安全责任制度是否落实，消防安全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
通，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是否

完好有效，消防设施是否运行正常；询问
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
织开展演练等。

据悉，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
组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单位
限期整改，同时，在现场帮助单位负责人
制定行之有效的整改方案，得到了各单位
负责人的认可。

（舒士勋）

自“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
穆棱市公安局围绕安保维稳工作“一个中
心”，聚焦“核心使命-2022”系列战役和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两项重点”，紧贴防
范、打击、服务公安“三大主业”，强化组织
领导、教育培训、排查整治、优质服务“四
项措施”，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在防范打击上，始终坚持重点防范、
重拳打击，全力推进“无诈社区”“无诈小

区”品牌创建，加大民生领域违法犯罪打
击力度。“核心使命-2022”系列战役以来，
先后破获开设赌场案、电信网络诈骗案、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系列盗窃案等30余
起，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在安全管理上，始终坚持精准防控、
动静兼施，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针对重点场所、重点路段、重点部位、重点
卡口等，采取定点执勤+街面巡逻+网上
巡查模式，提升社会面管控和疫情防控能

力，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在服务发展上，始终坚持外修战法、

内练精功，围绕经济发展大局，发出招商
引资倡议书，深入开展大走访、走流程、
办实事活动，向企业和群众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进一步提振队伍精气神、提升队
伍战斗力，切实用实际行动转化成推动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走深走实的工作
成效。

近日，绥化市公安局召开全市禁毒工
作推进视频调度会议，总结年初以来工作
成绩，分析存在具体问题，对下步工作做
详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一要肯定成绩，增强做好禁
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年初以来，全

市禁毒工作总体可以肯定，但要进一步提
升政治站位，扬优势、固根基，从实从细落实

各项措施，全面提升禁毒水平。二要正视
问题，找准工作中短板和不足。禁毒工作

还存在主动性不强、基层基础建设薄弱、工
作进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三要攻坚克
难，推动今年禁毒工作取得更好成绩。各
地要充分认清禁毒工作重要政治使命，认
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禁毒工作决策部署，
突出重点，全面推进，打好打赢禁毒攻坚战。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海
林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坚持为民办实事，
不断创新便民利民服务举措，着力提升窗
口服务形象和水平,工作成效迈入全国先
进行列，被授予全国优秀车辆管理所称
号。

海林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严格落实首
接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AB角制、限时办

结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全面展示公安车
管窗口良好形象。在车管所服务大厅投入
50余万元，打造高质量服务阵地，实现免复
印、免填表、免拓印、免提交的“四项减免”，

开启“一窗式”通办，一次排队即可办结机
动车登记业务，办事群众只需提供身份证，
18项车驾管业务实现一证即办。在海林
市14个派出所建设“全科窗口”，开通车驾

管和交通违法处理等25项业务，有效解决
农村、乡镇群众办理车管业务往返路程困
扰。同时，创新打造“流动车管所”“流动服
务车”配齐计算机、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
等硬件设施，通过无线网络技术，定期到边
远镇村为群众办理基础车驾管业务，真正
实现便民服务无死角，人民群众满意度、幸
福感大幅提升。

海林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

创新举措树形象做表率

智慧警务保障小区安全

近日,绥化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交
警、刑侦等部门在绥化万达广场开展宣传
活动。

活动中，通过展示图板、发放宣传品、
播放短片等形式，就“防范毒品”“交通安
全”“反电信诈骗”等内容向广大群众进行

了科普宣传，特别是通过现场讲解让广大
群众正确认知毒品、精神药品、芬太尼类
物质和合成大麻素类物质，传播毒品知识

和防毒技能，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禁毒
工作,敢于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同时，
组织广大群众现场关注“中国禁毒”和“黑

龙江省禁毒”微信公众号，以便了解掌握
更多禁毒知识。

此次宣传活动，共展示图板 15块，发
放宣传品20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300余
次，增强了群众防毒拒毒意识，收到了较
好的宣传效果。

部门联动禁毒走进万家

绥化市公安局

召开禁毒工作视频会议

穆棱市公安局

抓重点盯主业措施见效

宝清县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检查保重点严整改

哈尔滨市平房区税务局落实意
见精神，突出服务发展，创新工作方
式，狠抓六个“环节”，确保六个“到
位”，全力以赴保证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高效落实。截至当前，该局
已圆满完成了退税户数和退税额度
的阶段性任务。

抓住认识环节，责任落实到位。
该局党委按照上级要求成立退税减
税工作专班，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
案，健全完善配套机制，明确任务、压
实责任、抓好落实。

抓住培训环节，学习领会到位。
加大对税政部门、办税服务厅和各税
源管理所网格员政策培训力度，逐条
逐项学习领会国家出台的系列税费优
惠政策内容，熟练掌握工作程序和方
法，为向纳税人宣传辅导奠定基础。

抓住宣传环节，全面辅导到位。
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优势，依托税企
沟通平台、微信群、钉钉群，通过视频
培训、线上答疑等多种方式，全方位
宣传优惠政策，及时回应热点问题。
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一对一

辅导，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抓住合作环节，及时办结到位。对

内各综合部门、税政部门和税务所各负
其责，高效运转，密切配合，有序衔接，
形成合力。对外，与国库、财政等部门
及时沟通，努力营造和谐顺畅的外部环
境，使缓退税业务一路畅通，及时办结。

抓住监督环节，纪律保障到位。
切实发挥纪检部门专职监督和督察内
审等科室的部门监督作用，强化对优
惠政策落实各环节和全过程监督，坚
决防止和严肃处理推诿扯皮、刁难拖
延、以税谋私等违规违纪问题，以全方
位的监督保障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抓住核算环节，统计分析到位。
算好纳税人缴费人的“红利账”，定期
推出退税减税政策红利清单，提升纳
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算
好政策实施的“效应账”，开展好政策
效果的比较分析，折射政策执行实际
效果。算好完善政策的“明白账”，开
展好辅助决策的综合分析，积极提出
合理化建议，为上级决策发挥参谋助
手作用。 （陈国梁）

哈尔滨市平房区税务局

巧抓六环节落靠新政策

连日来，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
分公司管理区员工通过管理区微信
平台学习到了水稻插秧后的抗低温
防病害管理技术，微信平台已经成为
分公司夏管的科技服务平台。

八五六分公司为了使科技更好
的服务夏管，分公司针对员工智能手
机的普及和微信服务的扩大，利用微
信平台开展用工服务、夏管科技服

务、水旱田病虫害服务、农机具维修
服务等多项夏管服务。为了防御水
稻病害，生产技术部门利用微信平台
发布信息向员工们传授了水稻病害
防御方法和“无人机”的使用技术等
相关知识，提升了夏管的技术含量。

目前，八五六分公司微信服务已
经覆盖了三大类内容，实现了农机、
农艺、民工介绍服务。 （鲁子明）

佳木斯市中医医院立足行业特
点，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以患者满意
为目的，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把“我为
群众办实事”工作走实落细。

医院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将
出入院、挂号、收款、医保、病案等窗口
集中开放式办公；预检分诊开设老年
人专用通道，导诊台为特殊患者准备
了花镜、糖块、纸巾和开水；门诊开设
65岁以上老人服务窗口，对急危重患
者开设“绿色通道”，确保急诊急救的
高效、快捷、方便；门诊大厅增设自动

取片机，自动挂号、缴费、查询机，可以
完成挂号、缴费、查询、打印等服务功
能，使用微信、支付宝进行网络支付，
规范导医标识，与顺丰快递携手为患
者免费邮寄病历，为患者就医提供便
利。将“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岗、党
员责任区”岗位标牌放在醒目位置,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广泛听取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门诊部分科室增加午班；
因患者等待检查时间较长，增设预约
检查服务；并为住院患者在固定时间
段增设取送服务。 （张虹）

佳木斯市中医医院

优化流程服务走实落细

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公司

科技夏管微信平台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