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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商引资项目清查工作
中，发现有哈尔滨市崇俭大地包
装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新恒顺达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
哈尔滨美德混凝土制造有限公
司）、东辉、天启电站设备、旭阳科
技、亿邦、正邦、福泰隆八个利民
开发区意向性招商项目的记载，
但东辉、天启电站设备、旭阳科
技、亿邦、正邦、福泰隆项目未查

到招商协议及其他相关材料，且
无法查到以上项目的历史成因资
料，仅有记载不能构成意向性招
商的合意。哈尔滨市崇俭大地包
装有限公司无法找到企业联系
人、黑龙江省新恒顺达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哈尔滨美
德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没有提
供土地出让金票据。

为此，如相关单位或利害关

系人对本公告内容有异议，请在
公告之日起 15日内书面提出，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提
出，视为无异议，意向招商自动解
除。

联系人：周雪松
联系电话：87173152
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2022年7月12日

公告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司将于2022年7月30日10:30在哈尔滨市南岗区

中山路177号新巴黎酒店4层凡尔赛宫会议室拍卖以下标的：
序号 资产名称 参考面积 参考价 保证金

（㎡） （万元） （万元）
1 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街解放大街101号房产 4240.25 981 300
2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固街48号-1-1层房产 3284.93 800 200

瑕疵声明：1号标的存在土地面积瑕疵、部分土地被占用存在实际面积减少
的情况、土地上有违章建筑物等情况，由买受人自行调查并承担相应风险。

特别约定：竞买人需同意委托方按房屋现状售后返租1及夹层，共计
面积550平米，租赁期限为长期或委托方根据网点经营情况确定，首次签
订租赁合同期限为5年，每年租赁价格（含增值税）不超过人民币55.208万
元，水、电费由委托方（承租方）承担，取暖费和物业费由买受人承担。竞
买成功 1号标的竞买人必须履行该约定并签署承诺书，未履行该约定的
竞买人将不退还其保证金并重新拍卖。

有意者须于2022年7月28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
（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2份）和汇款凭证（原
件及复印件）到拍卖地点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竞买手续办理时间：2022年7月29日
联系方式：唐先生，15311111654。

会议通知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

限公司于 2022年 7月 29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股东大会，会议事议备
案管理人员，备案公司章程。请股
东黑龙江省兴凯湖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准
时参加会议。特此通知。

联系人：魏雨诗
联系电话：13936563776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拟对哈尔滨乐金华

奥斯知音门窗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2年 06月 30日，该债权
总额为5,848.50万元,本金为4,284.00万元。债务人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五常市哈尔滨牛家工业园区，该债权由哈尔滨金信保里铝塑型材经销
有限公司、冀永芬、翟纯宏提供担保（以设备6台,工业厂房及土地,住宅设
置抵押）。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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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黑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韩霜 陈虹旭
联系电话：0451-82663295 0451-82655338
电子邮件：hanshuang1@cinda.com.cn,chenhongx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宣街16-1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51-826650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qia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22年7月12日

公告
孟灵多（身份证号：23010

219701122****），请于2022年
8 月 6 日前与单位取得联系。
如逾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水生动物资源
养护中心

2022年7月12日

环评公示
我单位就“哈尔滨上禾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现代示范奶牛场扩
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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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上禾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狄振铎，15776388188。环评单
位：黑龙江环恩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安工，18845588220。

日前，穆棱市公安局将一名疯狂偷盗
8家临街商铺的犯罪嫌疑人贾某富缉拿归
案，及时消除了辖区群众恐慌，有效维护
了社会治安稳定，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
万余元。

今年 5月 20日至 6月 4日，穆棱市八
面通镇连续发生多起临街商铺被盗案件，
被盗物品为烟、酒、现金、电动摩托车等，
群众财物损失较大。案发后，穆棱市公安
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

展侦破工作。经专案组民警缜密侦查，发
现多家被盗商户周边均有同一人出现且
被盗手法一致，都是通过撬锁破门进入商
铺实施盗窃，决定并案侦查。经研判分析
和摸排走访，6月5日上午，专案组成功确
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并锁定其落脚点，于

当日下午15时，在其租房处将犯罪嫌疑人
贾某富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贾某富对实施系
列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了解，贾
某富曾 7次因盗窃罪被判刑，今年 4月 18
日刑满释放后仍旧游手好闲，并于 5月 20

日开始“重操旧业”，连续盗窃临街 8家商
铺。

目前，犯罪嫌疑人贾某富已被检察机
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穆棱警方提示，临街商铺盗窃案件多
发生于深夜，主要对夜间无人看守的商铺
撬门入室行窃。建议店家不要将现金及
贵重物品放在店内，最好在大门或窗口等
薄弱部位安装简易防盗设备。

近年来，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校以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为理念，以
现代农艺技术为特色专业，总结多年
探索实践，形成了“教研产培”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为县域种植业发展培
育了大批技术人才,助推了农民增产
增收。

学校依托“国家级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示范县”金字招牌，不断优化
专业设置，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持续
增强职业教育竞争力，2021 年招生
率已达普通高中阶段的40.3%。

该校聚焦“三农”建设，开展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农村实用技术各类涉
农培训60多期，累计培训农民1.1万

人次。与哈尔滨高泰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永和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开
展校企合作，围绕生产需要，开展员
工培训，围绕经营需求，开展“定点、
定向、订单”培训，为乡村振兴提供人
才和技术支撑。

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一
路走来，成绩斐然，2019年 5月该校
被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确定为“黑
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2021 年被
教育部、国家开放大学确定为国家级
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展
示与交流平台。2022年成为国家级

“职业院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项目
第一批实验校。 （杨明）

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发挥职业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穆棱市公安局

破获临街商铺系列被盗案

近年来，黑龙江省北龙交通工程有限
公司将文明建设与党建、生产经营同谋
划、同部署、同落实，绘就了北龙文明实践
新画卷。近日，该公司顺利通过省文明办

“精神文明单位”复审，连续 20年保持“省
级文明单位标兵”荣誉称号。

注重宣传引导，牢筑信仰之魂。该
公司以党建为统领，深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主题党日、主题党课等多维立体学
习模式，利用学习强国、龙头新闻等APP
组织开展学习，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
新模式，强化干部职工政治领悟力与执

行力。承办“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系列主题活动，组织百名党员录制百
部党史故事视频，并前往哈尔滨党史纪
念馆、东北抗联纪念馆、东宁要塞群遗址
博物馆等红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激发北龙人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支
部标准化建设纵深推进，公司六个基层
党支部均被省国资委授予“标准化党支
部”荣誉称号。

规范内部管理，培育文明风尚。该公

司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机制的同时，从文化培育入手，持续开
展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上网等宣传
活动，引导干部职工转变观念，培养文明
生活方式；履行社会职责，面对疫情，党员
干部冲锋在前、下沉社区，用实际行动诠
释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在将绿色环保、
扶贫帮困、无偿献血、捐资助学等志愿服
务、公益活动植入日常的同时，公司注重
学习型机关建设，通过组织职工参加税务

知识、公文写作、企业管理等培训，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北龙人综合素质和
岗位技能水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
型人才奠定基石。

凝思聚识强筋骨，汇能集力勇创新。
曾连续 2年荣获省建设工程龙江杯奖、多
次获得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评价AA级、省公路施工企业
信用评价AA级、省建筑业信用企业AAA
级，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活动
省级“示范工地”、2021年工程建设质量信
得过班组等诸多荣誉的北龙人，将继续发
扬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为公司
高质量发展再绘蓝图。 （陈鑫鑫）

黑龙江省北龙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凝神聚力强筋骨勇创新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习近平
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7月
11日在京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
书记、主任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立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
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提出了有关经
济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深刻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之
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是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科学理论指南。

何立峰结合《学习纲要》主要内
容，就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
谈了六方面认识体会：第一，要深刻领
会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加强党
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根本保证。第二，要深刻领会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第三，要深刻领会“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
和现实意义。第四，要深刻领会坚持
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施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
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全面扩大开放
等重大举措的实践要求。第五，要深
刻领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
全的保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第六，要深刻领
会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
济工作的方法论，以科学有力的举措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何立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
想，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座谈会由中宣部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举办，中宣部、中央财办、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财政部、人民
银行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并作发言。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
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上接第一版）2017年 7月的一
天，某市施工现场因违规操作，导致
燃气管线泄漏爆炸，若干人死亡，相
关责任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同样一
座城市，另一地发生燃气管网泄漏，
由于采用了圣昌科技产品，做到了30
秒内远程无线关闭事故端阀门，输气
及时停止，避免了悲剧再次发生。

由于明显的技术优势，企业产品
一经推出，便赢得市场的高度认可。
王焱介绍，2017年，“智能管网监测控
制管理系统”推广应用当年，公司就
实现了产值飞跃，年产值从500万元
跃升到4000万元，企业步入发展的快
车道。

尝到科技成果转化的“大甜头”
后，圣昌科技再接再厉。接下来的几
年内，公司坚持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战

略，在省工研院牵线搭桥下，和哈尔
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第49研究所等大学大
所，围绕智慧城市领域，共同研发落
地一批高新技术产品。通过多年深
耕，目前该企业已获得国家专利 18
项，国家软件著作权21项，其中数项
专利填补世界空白。

科研技术在应用中得到验证、再
升级，企业产品也“从无到有”再到

“从有到优”。
眼下，圣昌科技“智能管网监测

控制管理系统”已在全国 19个地区
推广应用，与燃气、排水、供热领域多
家知名企业单位开展了合作。截至
今年6月，累计发现因施工引起的安
全隐患近百处，有效防止了重特大事
故的发生。

圣昌科技
给燃气管网戴上“安全帽”

7月10日拍摄的金烽乌江大桥
合龙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上午，随着最后一块钢桁
梁吊装到位，由贵州路桥集团承建
的金烽乌江大桥顺利合龙。金烽乌
江大桥是贵阳经金沙至古蔺（贵金
古）高速公路项目的重要控制性工
程，全长1473.5米，大桥的合龙为贵
金古高速公路明年通车打下了坚实
基础。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 11日发布金融统计数
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3.68万亿元，同比多增 9192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6 月末，我国人民币
贷 款 余 额 206.3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增速比上月末高 0.2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低 1.1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
国住户贷款增加 2.18 万亿元；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 11.4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
贷款增加 6.22 万亿元。6 月当月，人民
币贷款增加 2.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6867
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 月末，我国广义

货币（M2）余额 258.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3个和 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
额 67.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分
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1.2个和 0.3个
百分点。

另外，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8.82万亿元，同比多增 4.77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增加 10.33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上
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2 万亿元。6 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34.2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8%。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3.68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高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1日发布数据显示，6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49.9 万辆和
250.2 万 辆 ，环 比 分 别 增 长 29.7% 和
34.4%，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结
束了下降趋势。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6
月，我国汽车产业受疫情影响的供应链

已全面恢复，企业加快生产节奏弥补损
失。在国家购置税减半政策、地方政府
促汽车消费政策推动下，6月乘用车市场
批发量表现良好，终端市场也有明显起
色，总体呈现明显增长，表现出“淡季不
淡”特征。

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 1211.7万辆和 1205.7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降幅比 1至 5
月收窄 5.9个百分点和 5.6个百分点。其
中，我国新能源汽车上半年产销量分别
达 266.1 万辆和 26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8.2%和 115%，市场占有率达 21.6%。

“当前，行业中芯片短缺、动力电池
原材料价格总体仍维持高位、能源价格
走高等困难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行

业稳增长、稳运行的任务依然十分艰
巨。”陈士华表示，展望下半年，在国家出
台的各项举措激励下，市场消费信心将
明显恢复，购置税减半政策的效果将持
续显现，乘用车市场回暖势头也会进一
步加大，新能源汽车将继续保持增长势
头。预计今年我国汽车产销形势有望保
持稳定增长。

6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稳步增长

金烽乌江大桥

顺利合龙

新华社联合国7月11日电（记
者王建刚）7月 11日是世界人口日，
联合国当天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将于
今年11月15日突破80亿。

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世界人口
将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增长至约
85亿和约 97亿，到本世纪 80年代达
到约104亿的峰值，并在本世纪结束
前维持这一水平。

报告说，许多国家的生育率近
几十年来显著下降，世界人口增长
率在 2020 年降至 1%以下，为 1950
年以来首次。预计在 2022 年至
2050年间，61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
将减少 1%或更多，在这一时期，超
过一半的全球人口增长将集中在刚

果（金）、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
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
亚这 8个国家。

报告预测，全球 65岁及以上年
龄人口所占比例预计将从 2022年的
10%上升至 2050年的 16%。届时，预
计全球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数量
将是5岁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倍多，并
与12岁以下儿童数量大致相同。

报告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在
2019年为72.8岁，比1990年提高近9
岁，但该数据在 2021年降至 71.0岁，
其主要原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此
外，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预
期寿命比全球平均水平少 7岁。报
告预计 2050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将
达到约77.2岁。

世界人口预计今年11月突破80亿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至第三卷出版以来，在宣传党的创新
理论、激发人民奋斗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也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
开了重要“思想之窗”，有力展示了中国形
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两年
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人民应变
局、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又提出一系列原创性
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
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
国外文局，编辑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间的
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 109

篇，分为21个专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记录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
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
实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作出的最新
贡献，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出版发
行，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勇毅
前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这一重要
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
续成功的认识，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
中国之理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大政治任
务。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安排，将《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
第三卷作为一个整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真正做到虔
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列入学习计划，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工作举措和实际
成效。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
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纳入培训教
学重要内容，各高等学校要将其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重要教材，各级党委讲师团以及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要创新开展对象化、
分众化宣讲宣传，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
力。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
风，结合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
作、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凝聚起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