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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原贷款行

1 黑龙江省黑河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交银2001年贷字263号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河支行

2 黑龙江黑河龙珠铜业有限公司 （93年）第4号 黑河市财政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河分行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22年8月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黑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黑河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债权转让
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
利依法转让给黑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办公室，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
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黑河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履行还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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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行政处罚当事人权利告知单
被处罚人孙飞：

本机关对孙飞在道里区经纬街 205号-1、207号-1建设的立面装修
工程，未按规划审批要求建设，已作出行政处罚当事人权利告知单。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哈规权告字[2022]第 1250001号行政处罚当事人权利
告知单。行政处罚当事人权利告知单如下：经查，孙飞在道里区经纬街
205号-1、207号-1建设的立面装修工程，因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未按规
划审批要求建设，将规划审批的镂空设计安装玻璃建成门斗，形成面积
并具有使用功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
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拟决定
给予你下列行政处罚：1、对该工程未按规划审批要求建设部分，两处镂
空上增加的玻璃及任何维护结构依法拆除，恢复原规划审批的镂空设
计；2、罚款处罚，罚款额为1077.81元。

你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当事人权利告知单之日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你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第六十三条
规定，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要求听证，应在接到告知后5日内提
出。如超过法定期限，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当事人权利告知单，逾期视为送达。

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9日

暑假已至，但哈尔滨公安局道外分局
辖区一些幼儿园仍在上课，为此原本可以

“下岗”的民警，必须保持在岗。
民警们顶着烈日，对辖区各幼儿园

采用定点值守与视频巡逻相结合的重点
护校勤务模式，及时有效处置校园周边
各类警情，为师生和家长提供优质服
务。同时，依托“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

化运行机制，对幼儿园周边开展巡逻防
控，充分发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大脑中
枢”的作用，以及移动警务终端“灵活四
肢”的优势，确保对涉校案事件的应急处

置。
为深入推进“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道外分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扎实开展“护校安园”专

项行动，积极探索警民共建新路径，提
高见警率、管事率，织密校园安全防控
网，切实提升校园安全防护水平。在开
展“护校安园”行动中，民警还向幼儿园
老师、保安员讲解处置突发事件应掌握
的基本技能，并宣传“防溺水”安全知
识，着力提升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能
力。

萝北县人民检察院坚持按照文
明单位创建要求，认真落实“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成立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对照创建目标和责任，层
层抓落实，以人为本，精心组织，开展
了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

抓住“少数关键”双作用，创新活
动载体。立足检察职能，充分发挥工
会、党组的牵头作用，以“我们的节
日”为契机，先后开展“三八”妇女节、

“五一”劳动节、“七一”主题党日等活
动，丰富了干警业余文化生活。践行
党建促检再提升，筑牢政治根基。坚
持每月至少开展党员服务日活动一
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
动。开展“花开向阳·丹心向党”主题

演讲活动，干警通过讲述革命先烈背
后的故事，抒发自己对党、对祖国、对
检察事业无限深情和不懈追求。发
挥奉献精神连民心，主动担当作为。
干警多次为灾区、妇女儿童捐款，献
爱心，每年都为退休老干部、贫困户
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并组建扶贫
驻村工作队，为困难户修鸡舍、购鸡
雏、买饲料，为困难户增加年收入
5000余元。在战“疫”中，检察“蓝”
化身志愿“红”，连续 10天助力 10轮
区域核酸检测。

近年来，该院先后多次被授予
“先进基层党组织”，多名干警被授予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郭婷）

海林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位于海
林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近年来，
该所始终秉承服企安民理念，深入践行

“四项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发展和辖区稳定。

健全预警机制，拓展沟通渠道。借助
“人、路、情况熟”优势，民警主动上门服
务，提前介入调处纠纷，做到及时发现、及
时化解；筑牢安全屏障，特殊时段精准决

策，及时发布预警，完善内部安防机制。
健全利民机制，做好惠民文章。创新服务
模式，树立“点滴入手，服务高效”理念，完
善便民服企新举措，开通业务一窗通办，
做到信息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群众获得

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健全安全机制，防
控排除隐患。夯实园区安全生产“防火
墙”，开展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杜绝事故发生。优化辖区安全“软环境”，
开展治安环境“大清底”，定期开展专项清

查，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净化治安环境。
健全温暖机制，拉近警民关系。通过“证
件送上门”、“回访走上门”、“宣传讲上门”
方式，开展“进社区、进家庭、进厂企、进校
园”宣传活动，有效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海林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将持续
不断提升能力作风，勇创助力企业发展

“标杆单位”，着力打造林海雪原投资一方
热土。

7月 23日早 6时许，哈尔滨市香
坊公安分局铁东派出所民警赵磊、夏
光虎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一位步履蹒
跚的老人，在马路上漫无目的来回走
动，清晨马路上虽然车流量少但速度
很快，时不时有车辆从老人身边呼啸
而过。

见此情况，民警赵磊、夏光虎立
刻下车询问老人是否需要帮助，发现
老人有些耳背，说话带有浓重的口
音，一时间无法将个人信息准确提供
给民警。两人遂将老人扶上警车，带
到铁东派出所，给老人找了一间休息
室并买了早餐。在民警的安抚下，老

人焦躁的情绪逐渐得以平复。随后，
在交谈中民警得知老人今年 92岁，
住在女儿家，今早出门遛弯却忘了回
家的路，站在马路中间不知所措，多
亏民警及时赶到。

最后，民警通过综合指挥室数据
研判，帮助老人找到了女儿，将老人
安全送回家中。

香坊公安分局温馨提示,正值夏
季家中闷热，老人出门纳凉时常有迷
路情况。家属可将家庭住址、联系方
式等制成卡片缝在衣服上，确保老人
随身携带，可大大减少上述情况发
生。

暑期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已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保障学生人身安全，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穆棱市公安局
积极与市教体局协作配合，全力构筑

“警、校、家”三位一体暑期学生交通安
全防护网，切实为学生系好暑期“安全
带”。

发挥公安职能作用。结合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分路段、分时段重
点查处学生双排并行、追逐嬉闹、多人乘

骑等交通违法行为。约谈共享电动车投
放企业，盯紧落实实名认证功能，逐车粘
贴“严禁 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骑行电动
车”醒目标识，坚决杜绝未成年学生开锁
骑行。

联合学校加强监管。坚持常态开展

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暑期联合
市教体局组织公安交警和学校教师成立
16个巡逻组，在全市范围开展督导宣防，
采取“以教代罚、宽容处理”的方式，将交
通安全宣讲搬到执法现场，给学生进行一
次特殊的“补课”。经统计，联合巡逻取得

了明显成效，未成年学生违法数量呈逐周
下降趋势。

带动家庭教育引导。畅通与家长的
沟通合作，利用家长会、公开课、“校讯
通”等形式，向家长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和
文明交通理念，引导家长在日常生活中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形成“家校+警校”
双重联合宣传面，真正形成“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
性循环。

盛夏的风，掠过碧绿的田地掀起层层豆
浪，送来阵阵的清香。在北兴农场有限公司
第五管理区的大豆高产示范田，来自七台河
市的研学旅游团正在听取公司技术人员关
于大豆种植、大农业产业发展的介绍。

近年来，这样的研学之旅俨然成为北
兴农场有限公司农旅融合的“新干线”，秉
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公司近年来以改革为契机，以产业发展为
基础，大力打造农旅+研学为一体的观光
农业发展模式，以特有的文化资源、产业
优势打造红色农旅游大 IP，吸引周边游客
及各地客商，助推产业发展，提升北兴农

场有限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以文旅“圈粉”。公司依托军垦文化

和大农业发展优势，以李军烈士墓、红色
场馆厚植文化底蕴，讲好本地历史、名人
故事，做强文旅产业；深入挖掘农业产业
优势，在大农业发展、农业技术推广研学
方面下足功夫，推进“农旅＋研学”，通过
开展大农业、大农机参观体验活动等，以
文赋能、农旅融合，提升品牌魅力。

以产业发展。在做强品牌的同时，公
司立足于丰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在农业上以大豆种植的技术、产业
优势为切入点，重点打造“中国食用大豆
之都”公共区域品牌、绿色原料生产基地
品牌。建设“阳光麦田”小麦种植基地，以

“北兴”品牌面粉为拳头产品，构建“种、
管、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在林下经
济上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打造林下参、北

药种植、加工、贸易为一体的林下经济模
式。

以营销赋能。在品牌和产业的基础
上，公司通过营销强化倍数效应。通过线
上线下的营销渠道推动公司面粉、蜂蜜、
木耳等优质农产品网络销售，提高产品附
加值，从而提升职工的经济效益。

北兴农场有限公司以农旅为媒，以产
业为基础，开辟出一条以特色产业与休闲
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振兴“新干线”，推动
企业增效、农业增质、职工增收、城镇增
色，构建出生态美、农业优、产业兴的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 （高健 朱凤江）

自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开展派出所警
务机制改革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
局成高子派出所以强力推进“两队一室”
改革为主线，以成立冰城红警队为依托，
将社区警务工作融入到社会综合治理当
中，全面打造群防群治新格局。

为及时了解群众所需、所想，快速发
现问题、隐患并进行整改，成高子派出所
在原有民警在社区、村屯开展日常工作

基础上，借助“冰城红警”这支重要力量，
辅以社区楼长、村屯干部、村民、志愿者
等，组成“1+1+N”日常巡逻队，实现对辖

区的全天候、无缝隙巡逻，巡逻质效显著
提升。

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
依托“冰城红警”，全面提升了见警率、管
事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20余个，快速处
理治安案件6起。

8日，全省国家直建少数民族聚
居区禁毒科普教育园地正式投入使
用。

据了解，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
禁毒委有关部署，强力推进毒品预防
宣传教育工程，不断夯实全民禁毒宣
传教育基础。全省建成覆盖全省的

省市县三级禁毒预防教育基地 187
处，创建了禁毒文化广场和禁毒主题
公园 2710处，初步形成适应时代需
求、建设规范、布局合理、规模适当、
适度集中的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和阵
地网络，有力提升了全省广大人民群
众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

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

“护学岗”暑期仍在线

萝北县人民检察院

聚焦文明抓创建促提升

海林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

服企安民创机制优环境

穆棱市公安局

构筑暑期学生交通安全网

北兴农场有限公司

农旅融合壮产业兴品牌

哈尔滨市香坊公安分局铁东派出所

两民警送耄耋老人回家

“冰城红警”守护辖区安全

全省国家直建少数民族聚居区

禁毒科普教育园地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