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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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农业相

互保险公司牡丹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变更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西

三条路 515号；许可证流水号：00017536；机构编码：000094231000；负责

人：李刚；联系电话：0453-6276118。

环评公示
我公司委托哈尔滨清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废旧钢铁再造矿山 25万吨设备铸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位于
七台河市桃山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园区，为改扩建项目，建设规模为年
生产设备铸件25万吨。详见环评宝网http://www.huanpingbao.cn。

七台河市鑫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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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肇东凯帝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
产进行处置，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基本情况：截至 2021年 10月 30
日，债权本金余额 8,638,362.00 元，利息
26,364,761.30元，本息合计 35,003,123.30
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孙
伟斌等12名自然人名下位于肇东市南一
街凯帝大酒店 1至 7层房产，建筑面积合
计 8,472.30 平方米,已办理抵押他项权
证。债权已诉讼。

债务人情况：肇东凯帝大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工商注册号：232303100012200，法
定代表人孙伟斌，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03年6

月19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注册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正阳一道街，
行业：住宿业，经营范围：住宿、餐饮、洗浴，
工商登记经营状态：吊销，未注销，现已停止
经营。12名自然人债务人为孙伟斌、宋丽
萍、张曦彤、张亚芳、刘建成、刘峰、刘德信、
刘德光、郝志杰、高立华、常远学、常满琴。

处置方式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阿里巴巴淘宝网

资产网络交易平台公开竞价、天津金融
资产交易所转让、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
所转让、协议转让、拍卖转让、要约邀请
竞价转让、挂牌竞价转让及其他单户或
打包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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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

布日期为 2022年 8月 17日；有效期限至
2022年8月30日止。

上述资产处置标的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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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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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先生0451-53620191

高女士0451-530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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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
联系电话：0451-5362883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2022年8月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肇东凯帝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姓 名 执业证号
张忠艳 02000423000080002016000654
郭金荣 02000423000080002017001642
杨旭 02000423000080002018001099
张春玲 02000423000080002018001226
孙蕊 02000423000080002019000276
张世汉 02000423000080002019000799
车畅 00005223000000002019000143
李秀波 00005223000000002019000688
刘德闯 00005223000000002019001978
王彬 00005223000000002020000044
白雪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13
袁佳奇 00005223000000002020001029
王丹丹 00005223000000002020001455
胡秀云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27
钟雨 00005223000000002020000495
胡光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30
李志博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56
杨洪娟 00005223000000002020001182
孙莹莹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35

姓 名 执业证号
于迪 02000423000080002018001785
王庆杰 00005223000000002019000284
袁丽芬 00005223000000002020000010
唐春玲 00005223000000002020000399
赵源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21
陈丽莹 00005223000000002020001037
赵施宇 00005223000000002020001199
宋秀芳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60
温海英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05
杨立娟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97
黄超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78
孙彦军 02000423000080002018000633
宋明霞 00005223000000002020000454
崔广霞 00005223000000002020000462
季晶 00005223000000002020000487
王宝婷 00005223000000002020000892
杨若溪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64
熊三萍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72
迟冬泽 00005223000000002020001061

姓 名 执业证号
张晶 00005223000000002020001115
王威妮 00005223000000002020001131
陈伟 00005223000000002020001439
李雪娇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02
高颖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43
孙影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51
陶菲 00005223000000002020001586
马忠滨 02000423000080002012002478
郭洪艳 02000423000080002017001798
杨睿 00005223000000002019000080
韩秀娟 00005223000000002019000071
徐然 00005223000000002019001076
白子禄 00005223000000002020000411
董雷 00005223000000002020000989
徐清明 00005223000000002020001480
孟伟飞 00005223000000002019000292
唐丽萍 00005223000000002019000321
白亦田 00005223000000002020001107
王蓝卓 00005223000000002020001158

姓 名 执业证号
吕俊清 02000423000080002015000630
鞠宝林 02000423000080002017000094
朱云萍 02000423000080002018001242
胡继伟 02000423000080002019000696
李林 00005223000000002019000063
吕东生 00005223000000002020000069
唐春艳 00005223000000002020000382
丁铁鹰 00005223000000002020001012
张微微 00005223000000002020001676
金铭 00005223000000002020002568
沈丹丹 00005223000000002020002621
张英莲 02000423000080002017001755
王晓旭 00005223000000002020002656
孙琳琳 00005223000000002020002689
胡雅杰 00005223000000002020002672
王晓莉 02000423000080002017001683
柳春光 02000423000080002018000414
刘尧 02000423000080002018000908

姓 名 执业证号
王晶 00005223000000002019000160
刘乃新 00005223000000002019000629
李杰 00005223000000002020000036
马天瑞 00005223000000002020001375
冯欣 00005223000000002020002486
周炜炜 00005223000000002020002525
徐雪冬 00005223000000002020002664
高中海 00005223000000002021000011
魏俊莹 00005223000000002021000020
张悦 00005223000000002021000038
魏昆伦 00005223000000002021000046
张鑫 00005223000000002021000054
王茂芊 00005223000000002019000276
肖琳 02000423000080002015001243
何玉华 02000423000080002008007928
刘冰 02000423000080002017001843
王晓辉 00005223000000002021000100

姓 名 执业证号
孙磊 00005223000000002020002363
石明慧 00005223000000002021000183
刘欢 00005223000000002021000175
程玉德 02000423000080002018001816
杨喜娟 00005223000000002020002697
申琳 02000423000080002017001595
王亭玉 00005223000000002021000222
杨帆 00005223070000002020000127
张营凤 02000423080080002016002634
张秀民 02000423080080002016000552
肖丽杰 02000423080080002018001688
肖凤艳 02000423080080002016002675
苏秀珍 02000423080080002018000450
裴秋菊 02000423080080002016002878
李会吉 02000423080080002017001480
郭金红 02000423080080002015000475
常秀艳 02000423080080002015001636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公告
各位客户：与我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合同的以下代理人已与我公司解除保险代理合同，他们在代理人合同有效期内实施的经本公司授权销售保险产品以外的行为和代理人合同终止后的行为与本公司无关。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我公司不予承担。解除保险代理合同的人员名单及执业证号码如下：

近日，抚顺市高湾种畜农场一行 7人
来到五九七农场，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调
研的方式学习交流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深
入了解五九七农场如何聚焦一个“变”字
将企业化改革一步步推进到位，成为国企
改革的排头兵、急先锋，这是这个农场自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进以来接待的第5个
前来“取经”农场。

自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进以来，五九
七农场坚持“以改革应变局、破困局、开新
局 ”，坚 持 以 集 团“1213”工 程 体 系、

“32366”任务体系和分公司“11822”经营

目标为引领，紧紧围绕一个“变”字。通过
移权、缩编、“三会一层”实质性运行、经营
方式转变、明确企业发展方向等措施，扎
实推进企业化改革，这个农场在改革创新

中多元发展，吸引八五一一、八五二、红旗
岭、饶河和抚顺市高湾种畜等农场前来参
观学习，并多次在北大荒集团经济分析会
上作典型经验介绍，黑龙江农业频道《农
业航母北大荒》摄制组对五九七农场国企
改革进行专访，为北大荒集团的农场企业
化改革树立了“五九七”样板。

（李士会 李忠玉）

北大荒农业股份青龙山分公司通过
“党建+安全”构建“大安全”工作格局，发
挥党支部和基层党员作用，进一步压紧压
实责任，让党员成为作业现场的“示范
员”、安全生产的“监督员”。

该公司开展以“党员带头无违章、党员
带头反违章”的党员“双带头”活动，并将安
全生产情况作为基层党组织、党员评先评

优的依据之一。利用夏管农闲对种植户和
务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利用微信群、

QQ群、宣传栏等推送安全知识，号召大家
关注“青龙山农机人”公众号，不定期地发送
有关农机安全生产常识、农机驾驶员安全
操作常识、秋收期间农机安全生产提示及
农机事故警示短片、图片等实用知识。

（刘春莲）

为扎实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
“百日行动”，提高农村群众交通安全
意识，近日，绥芬河公安局交警大队
深入谷盈新村、朝阳村等村持续开展

“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
动。

活动中，民警深入农村文化广
场，悬挂横幅、摆放宣传板、向农村群
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群众
出行特点，宣传讲解“一盔一带”、农
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货车超
载、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及发生交通事故后造成
的严重后果，提醒农村群众要时刻注
意交通安全，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在村委会，民警向农村群众发放
《农村交通安全知识手册》，组织观看

《农村交通事故警示片》，通过农村广
播播放交通安全提示语，以案说法，
提醒广大农村群众把遵守交通安全
法规落实到日常生产生活中，养成良
好的出行习惯。

期间，民警还深入农户家院、农
村卫生所、食杂店等场所，张贴宣传
海报、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进一
步提升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和
覆盖面，不断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
全宣传氛围。

按照行政村“一栏一标语”的建
设计划，目前，绥芬河公安局交警大
队已经完成了辖区五个行政村的“交
通安全宣传栏”建设，为常态化做好
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五九七农场

应“变”求新树国企改革样板

绥芬河公安局交警大队

入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地址变更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营业地址变更为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2586号6栋1层部分及4层全部。负责人：徐

向峰，机构编码：000005230100，许可证流水号：00019941，邮编：150010，
电话：0451-84888160。

北大荒农业股份青龙山分公司

“党建+安全”护航农机生产

为深入推进消防安全百日攻坚战，切实
做好全县火灾防控工作，肇州县消防救援大队
日前深入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

检查过程中，监督员对养老院消防安
全制度是否落实，日常防火检查工作是否
开展，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是否符合要求及消
防设施、器材的配置、保养、运行等情况进

行了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督员
当场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意见和措施，要求

其限期内整改完毕。
通过此次检查，切实消除了一批火灾

隐患，提升了辖区养老院抵御火灾的水平。
下一步，肇州县消防救援大队将继续深入
辖区养老院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为
辖区火灾形势持续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肇州县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养老机构查隐患促整改

基础是学习，核心在实践。为推动
学习活动与实践业务相结合，哈尔滨市
城管局采取集中讲座、分类指导、细研
精炼等形式持续开展“大学习、大练兵、
大比武”活动，迅速掀起一股“讲学比
练”热潮。

张勇南是市城管局组织人事处的
一名副处级干部。每天打开学习强国
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已经变成了他的
一种生活习惯。“除了国家大事和大政
方针外，我还比较关注学习强国中外地
城市城管方面的一些好做法和典型经
验，通过学习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
的提升。”张勇南说。

据了解，由哈尔滨市城管局领导
班子成员带头、工作骨干跟进，每月，
各处室各单位至少组织 1 次“业务大
讲堂”，同时，以赛练结合等形式，组织
开展练兵比武，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特
别是大厅窗口、监管执法、环境卫生、
园林绿化、道路桥梁等一线岗位党员
干部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增强实战
能力。

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李晨是
哈尔滨市城管局道桥中心一名青年党
员干部，负责全市道路桥梁的路政管理
工作。在一次浏览新闻时事时，“厦门
市专治‘拉链路’”的标题引起了李晨的
注意，通过仔细阅读了解到厦门市建立
了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信息平台，其中就
包括了道路抢险信息管理平台，李晨立
刻想到哈市道桥部门也可以与挖道单
位、道路管护单位一起建立这样的机
制，完善工作流程，强化服务力度。今
年，平台建立后，管线抢险事项即报即
接，跟踪修复，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保证了道路安全。

于祥英介绍，“我们就是要通过‘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在不断学习中提
升能力，在正向引领中激发干劲，使干
部思想观念明显转变、使命感责任感紧
迫感明显增强，能力素质明显提升，工
作作风明显好转，一批难点问题得到有
效破解，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实现突破，
为打造‘六个龙江’和建设‘七大都市’
贡献城管力量。”

筑基蓄能
推动深度融合

今年年初，哈尔滨市城管局以
打造学习型机关、争做学习型干部
为目标，科学谋划、群策群力，研究
制定了《哈尔滨市城管局“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学习型机关创建行动
专项工作方案》。《方案》紧密结合新
时期城管工作实际，提出建设学习
型机关“三学”目标，重点“学理论讲
话”“学政策业务”“学科技知识”，突
出抓实政治理论学习，建立常态化
学习机制，推动全局党员干部夯基
固本、苦练内功，提能增效、焕发士
气。

同时，聚焦全市打造“七大都
市”发展战略，立足城市管理实际，
哈尔滨市城管局学习型机关创建行
动专班在广泛征求基层意见基础
上，认真研究把脉园林绿化、道桥维
养、市场摊区、垃圾分类、执法能力、
行业考评、智慧城管、法制建设、作
风整顿等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精
心谋划设计了 24项研讨课题，着力
在谋划发展思路、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城市管
理精细化作业管控及体制机制建设
等方面组织开展研讨，拿出接地气、
易操作、真管用的实招硬招，引导党
员干部掌握新知识、熟悉新技术，推
动知识结构更新换代、素质能力提
档升级，增强驾驭新时代促进城管
事业发展的能力。

整体设计
提升理论水平

“推动学习型机关创建，领导干部要学在先、
讲在前、以身作则作表率，带动广大干部职工同步
跟进，要把加强学习、改进思想作为必修课，认真
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切实发挥理论学习中心组
领学示范作用。”哈尔滨市城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于祥英表示，为提高学习质量，确保提质增
效，哈尔滨市城管局不仅举办全系统处级以上干
部专题理论学习读书班、联系实际开展集中研讨、
党组（党委）书记和成员还分别讲 1次专题党课，
做到正向引领，以上率下。

在此基础上，哈尔滨市城管局突出抓好青年
干部这一城管事业未来发展的骨干力量，组织开
展了“跟着总书记读好书”“日读一小时”“精讲五
分钟”等活动。青年党员干部坚持每天三个“半小
时”学习制度，早上半小时浏览“学习强国”“极光
新闻”，中午半小时阅读《求是》和人民日报等报刊
杂志，晚上半小时观看新闻联播……通过多种形
式的载体活动，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

功到自然成，6月27日，全市创建学习型机关
理论学习暨市直机关第三届“学习强国”争先赛在
市规划展览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市九区九县（市）、
市直机关以及市属院校的92支代表队276位选手
参加比赛。与往年相比，这次竞赛层级高、要求
严，参赛范围广、选手多，竞赛题量大、难度增加。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考验，哈尔滨市城管局
代表队苏顺利、马逸群、那洪艳等同志处变不惊、
沉着应战，以优异战绩荣获团体一等奖。苏顺利
蝉联冠军，荣获个人一等奖；马逸群、那洪艳以个
人总排名第 14名、第 22名的突出成绩，荣获个人
二等奖。

“作为一名城管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强
化争当学习型干部意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加强
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工作能
力。”苏顺利说。

据了解，在平时工作中苏顺利坚持边学边用，
在学习与工作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拓宽视野、增强
本领。他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将“学习强国”挑
战答题板块的所有题目“打通关”，而且每次都把
挑战答题的更新题目第一时间推送到哈尔滨市城
管局“学习强国”青年理论学习微信群里，进一步
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全力营造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的激励奋
进氛围，哈尔滨市城管局对扎实学习、获得荣誉的
干部，在全局系统进行了通报表扬，号召全局党员
干部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人人争当学习标兵，个
个争做城管干将。

正向引领
确保提质增效

哈尔滨市城管局创建学习型机关理论学习现场。

□本报记者 蔡韬 刘瑞

为扎实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促进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
升、作风大转变，深入推进“学习型
机关创建”，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城
管局通过正向引领、创新载体，积极
组织开展各项学习活动，全面提高
全局系统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专业
能力和实践本领，着力打造一支“忠
于职守、敢于担当、服务为民、群众
满意”的城管先锋队伍，为促进城市
管理提档升级“充电蓄能”。

哈尔滨市城管局机关第一青年学习小组集中学习。 图片由哈尔滨市城管局提供

“充电蓄能”以学促行 为提升城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