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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
司拟对哈尔滨金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龙海
纺织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天恒甜菊科技有限公司3户
债权进行处置，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一、哈尔滨金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哈尔滨市呼兰区
债权总额：18,239.42万元。其中，贷款本金5,

706.80 万元，利息及孳生息合计12,532.62万元（截
至2021年3月20日）。

贷款方式：抵押。
抵押物情况：1、位于呼兰区呼兰镇幸福街光安路

6号的工业用途土地使用权，面积24,960.61平方米；
抵押房产建筑面积为11,025.29平方米；2、抵押人哈
尔滨金星乳饮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呼兰区呼兰镇新民街
4委282号的工业用途土地使用权，面积18,206.00平
方米，抵押房产建筑面积为10,101.92平方米。

二、黑龙江省龙海纺织有限公司
所在地：绥化市绥棱县
债权总额：3,854.53 万元。其中，贷款本金3,

299.95万元，利息343.38万元，孳生息211.2万元（截

止2020年3月30日）。
贷款方式：抵押、保证。
抵押物情况：位于绥棱县工业园区内的12处工

业用房和性质为国有出让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其中工
业用房面积共计31,224.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08,588平方米。

担保情况：绥棱县龙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绥棱
县云海砂厂、绥棱县龙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黑龙江省天恒甜菊科技有限公司
所在地：牡丹江市宁安
债权总额：4,601.94万元。其中，贷款本金2,530万

元，利息及孳生息1,004.16万元（截止2021年8月31日）。
贷款方式：抵押、保证。
抵押物情况：
（1）黑龙江省天恒甜菊科技有限公司以位于牡

丹江市宁安市福荣二队场院南工业用地，面积73,
510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宁安房产5处，建筑
面积合计为20,302.66平方米;

（2）哈尔滨天马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位
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平公街商业3处，建筑面积合计1,

009.47平方米；
（3）抵押人（保证人）张文彦位于哈尔滨市道里

区住宅1套，建筑面积91.58平方米；
（4）抵押人（保证人）孙青位于哈尔滨道外区商

业2处，建筑面积合计172.92平方米）。
资产亮点：
哈尔滨金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物已办理抵

押登记手续，目前抵押资产已被我分公司查封。另外
该项目抵押土地使用权位于呼兰区较好位置，其中位
于呼兰镇光安路6号的宗地紧邻呼兰河，周边均已开
发建设住宅新区，具有投资开发价值。

黑龙江省龙海纺织有限公司是绥化市重点招商
企业，主要生产涤纶、化纤、麻纺织及印染深加工；化
纤、麻制品制造销售。该债权占地面积大、具体有一
定生产规模，目前企业机器设备维护较新、厂房完整，
所生产的产品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债权受让后可立即
恢复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黑龙江省天恒甜菊科技有限公司现已诉讼，并对
抵押物已进行续封，现处于执行阶段。该债权抵押物
用途较多，特别是哈尔滨抵押的房产、商业具有一定

的投资开发价值。
合作意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

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
士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
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
或来函咨询。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
决、产权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请有意购买者前
来咨询、查阅有关资料，洽谈购买意向、交易价格、交
易方式和交易条件。

注：以上公告不构成要约。
公司网址：http://www.gwamcc.com
联 系 人：王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00 0451-53607983
邮政编码：150001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0号金融大厦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21年9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
哈尔滨金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龙海纺织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天恒甜菊科技有限公司3户债权资产的营销公告

一元养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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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 、食堂、护
士站、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班、
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无线
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生活报中缝广告
生活报分类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富氧泉负氧离子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

招全国代理商，负氧离子液
使用方便，持久释放负氧离
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
校、办公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金福来全屋定制
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家装工装一体化

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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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江北
南岗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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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市民建议 冰城交警聚焦城区“停车难”出良策

扩列“昼禁夜停”停车带 适时取消禁停
生活报记者 何兴丽

连日来，为了解决冰城停车难题，完善交通管理，生活报联合哈尔滨市交警部门，面向市民征集了诸多建议。24
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做客龙头新闻帮办直播间，现场解答市民的咨询，随后又参加龙头新闻·生
活报发起的如何破解停车难座谈会。生活报记者大致梳理了市民普遍关注的五类停车难话题，哈市交警部门也一
一提出了解决良策。

哈市交警部门表示，将在时间上挖
潜，优化禁停时限，利用错时换错峰、服
务换便捷等措施，在管理服务上持续推
出一系列便民举措。一是白天禁停保
畅，夜晚便民停放，不断扩列“昼禁夜
停”停车带，开放16条街路，周末、节假
日“禁停变尽停”；将群力第五大道、紫
园路、和谐大道、乡政街辅街等26条居

民区周边夜间停车需求较大的街路扩
列，规范设置限时停车带、停车位，市区
限时停车街路增至56条。同时在道路
两端分设停车起终点，明确界定路内临
时停车、限时停车和禁停区域。

同时，最大限度优化路内停车资
源，今年已完成停车泊位新增和复线
9154个。

话题一：停车位配比不足
对策：扩列“昼禁夜停”停车带

哈市交警部门介绍，交警部门已在
群力新区、太阳岛公园等区域新增施划
停车泊位2325个；本着“能划尽划”的
原则，合理利用人行道现有空间，因地
制宜最大化地增设、扩充停车泊位数
量，并对之前磨损严重的泊位进行复
线。同时，紧盯施工分流路段，适时取

消禁停，逐步扩容城区泊位总量。
随着地铁二号线经纬街区域路面

施工修复结束，9月9日起，陆续取消了
经纬七道街、安康街、大安街等分流道
路的禁停措施，恢复、增设施划停车泊
位155个，同时覆盖消除原先的黄边石
禁停标线。

话题二：今后有哪些规划？
对策：适时取消禁停

据交警部门介绍，目前，交警
部门在全市重点中小学校、幼儿园
持续推行“一校一规划”限时停车
举措，“一校一策”成员扩编至46
个。推动铁岭小学、花园哈西分校
护学岗提档升级，联合相关部门提
前清理学校周边停车，并与学校、
家长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共同引导
车辆即停即走，手把手安全护学入

校，提高区域通行力。
在公共卫生间周边持续新增

专用如厕停车位104处，停车资源
紧张区域，禁停路段增设临时乘降
车位的同时，在整条街路施划车行
道停车泊位路段，设置限时乘降车
位422处；在9家重点医院施划43
个“绿色限时停车位”，限时20分
钟停放。

话题三：校园周边停车难
对策：持续扩编“一校一策”新成员

对此，哈市交警部门表示，一
是推动资源错时共享，鼓励小区出
租车位。倡导路内租赁停车位错
时对群众开放，建议单位自用车位
夜间及周末、节假日资源共享，已
推动 147 个单位开放泊位 1470
个；针对群力家园小区停车困难的

实际情况，协调管理方降低出售价
格，并对现有未售泊位鼓励对外出
租。二是组织召开座谈会，征求停
车管理建议，提供公安交管优质服
务。三是监督停车场规范管理，严
打黑停车场，依法保障群众停车权
益。

话题四：部分小区车位闲置 能否利用
对策：鼓励小区出租车位

交警部门认为，用严管优秩
序，用标准促文明。一是实行网格
化管理，三级高频巡控，及时清理
违停车辆。二是采取多样化举措，
灵活纠违治乱，高效治理违停乱
象。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采取

“首违免罚”的工作措施，对违停车
辆第一时间引导、劝离，对不能立
即驶离的，电话告知返回现场，利
用“罚、录、锁、拖”等多种形式予以
区别管理，最大限度消除驾驶人的

侥幸心理。
三是加强便民化引导，完善交

通标志，细化停车配套指引。同
时，要加强提示引导，加强停车政
策解读和舆论引导，第一时间公布

“昼禁夜停”最新区域路段，大力宣
传56条“黄边石”路段夜停昼禁措
施，细化讲解泊位内正确停放方
式，引导市民按时按位停车，按规
定停车。曝光违停乱象，强化警示
震慑，敦促驾驶人自觉守法停车。

话题五：有停车场不去停
对策：持续曝光违停 完善停车引导

P
破解冰城停车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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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课按了“暂停键”，线上
内容更丰富！为了让孩子们足
不出户也能开眼界、长见识，黑
龙江省博物馆“相约龙博”线上
科普课，带领大家一起走近赫哲
族文化，去了解他们匠心独运的
鱼皮制品。

作为黑龙江省特有的一个
民族，赫哲族也是一个将鱼皮穿
在身上的民族。这个民族没有
语言、没有文字，文化却历久弥
新。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赫哲族人口数为
5354人。著名歌手、演员韩庚，
就是赫哲族人哦。

记者了解到，这节科普课以
小学三年级
语文课本中
的文章《大青
树下的小学》
为切入点，结
合省博物馆
历史陈列中
所展示的藏
品，带大家了
解了许多北
方少数民族
的文化特色，
特别是赫哲

族的渔猎文化和鱼皮制品。据
省博物馆讲解老师介绍，赫哲族
鱼皮制作技艺可是咱们国家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皮制品以
北方冷水鱼的鱼皮为原料，冷水
鱼皮有一定的厚度和韧性，比较
耐磨，便于在生产生活中使用。
这些制品包括鱼皮袍、套裤、鱼
皮靴等种类。一些年轻人还利
用传统鱼皮剪贴技术，创制现代
鱼皮技艺品及鱼皮画，使鱼皮文
化延伸到旅游、艺术等领域。
随着课堂的深入，大家被赫哲族
灿烂丰富的文化所吸引，特别是
直观的欣赏到一件件精美的文
物和鱼皮制品后，更是连连惊叹
于他们的高超审美和精湛技艺。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发挥
想象力，裁剪图样，将自己对
课堂所学内容的理解以手工
作品的形式展示了出来。“通
过这节课，我和同学们对赫哲
族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也感
受到了赫哲族同胞所创造的
丰富而珍贵的物质和精神文
化。非常喜欢‘相约龙博’课
程，让我们在家也能学习到许
多课外知识。”课后，胡济麟等
小朋友们点赞道。

线下课按线下课按““暂停键暂停键””线上内容更给力线上内容更给力

“相约龙博”带孩子们
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参观便利贴

开放时间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9:00至16:30
（15:30停止入馆）
每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了解更多活动了解更多活动，，请扫二维码请扫二维码

我也是我也是
赫哲族哦赫哲族哦！！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由
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王雷、雷佳
音、黄晓明、郭涛、蒋欣、佟大为、
周迅、黄志忠领衔主演的电视剧
《功勋》，已于26日晚在东方卫视
开播。记者看到，首个单元《李延
年》播出后，收获众多好评：“在历
史的框架下做足戏剧张力，直面
战争之惨烈。”“大量硬核的战争
戏中穿插了生动可看的文戏，让
志愿军将士的形象更加鲜活丰
富。”

《李延年》主要描写了抗美援
朝战场上，由李延年担任指导员
的三营7连如何顶住敌人的多次

反扑，重新夺回346.6高地的事
迹。剧中在刻画一位能文能武的
战斗英雄的同时，也塑造了抗美
援朝战场上的英雄群像。作为

“李延年”的扮演者，王雷感慨：
“身披荣耀，他居功不傲；半生戎
马，他誓守和平。接过先辈们手
中的接力棒，弘扬功勋模范精
神。”

据悉，作为“理想照耀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展播活动剧目，《功勋》全剧以

“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
法，用单元剧的形式，将首批八位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人生华彩
篇章与共和国命运串联起来，通
过《李延年》《于敏》《黄旭华》《张
富清》《申纪兰》《孙家栋》《屠呦
呦》《袁隆平》八个单元，礼赞功勋
人物们“忠诚、执着、朴实”的崇高
品格。总导演郑晓龙曾表示：“我
们不追求把每个功勋人物写成长
篇传记，而是截取他们人生最有
华彩的一部分，做到主题突出、结
构精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
凑，既追求分组故事风格各异，又
要实现整体的统一融合，让广大
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喜欢看。”

《《功勋功勋》》中演李延年中演李延年

王雷王雷：：半生戎马守和平半生戎马守和平
致敬时代楷模致敬时代楷模 生 活 报 讯

（记 者 王雪莹）
将于 11 月 12 日
上映的电影《梅
艳芳》，近日发布
了新版海报。这
组海报创意性融
合并致敬了梅艳

芳在《坏女孩》《烈焰红唇》《胭脂扣》《似
水流年》中的五种经典造型。

作为本片的监制，江志强曾表示自己
和团队用了七年时间来筹备这部电影，为
的就是完成梅艳芳的遗愿。2003 年时，

梅艳芳与江志强聊天时表示想拍一部有
代表性的作品，于是江志强与张艺谋便邀
请她出演《十面埋伏》，可惜造化弄人，梅
艳芳由于身体原因最终未能参演。所以
这么多年来，江志强先生一直认为欠了梅
艳芳一部电影。据悉，所有主创人员对这
部作品倾注了满腔的诚意与热情。片中
饰演梅艳芳的新人演员王丹妮，是历时三
年从全亚洲范围内选拔出来的。开拍前
半年时间，她每天进行大量歌舞和表演训
练，不断努力向角色靠拢，只为能够在银
幕上更加传神地诠释出这位香港娱乐圈
传奇的风采。

为电影耗心力筹备为电影耗心力筹备77年年

监制江志强监制江志强：：想完成梅艳芳遗愿想完成梅艳芳遗愿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近日，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诗》在取景
地呼和浩特进行了一场特别放映。
现场，导演兼主演章子怡感慨“对这
里充满了感情”，并表示：“航天人
永葆初心的信念感，特别值得自己
学习。”

《诗》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为背景，
讲述了1969年一个航天之家在戈
壁深处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不
畏艰难坚守航天一线的故事。为

了让观众更直观地走进那个年
代，章子怡在基地旧址旁完美复
刻了1969年的景象。此外，她对
于初代航天人细节上的捕捉，也
得到了“火药雕刻师”罗怀聪的肯
定：“章子怡每一个环节都会亲自
上手学习，她特别灵，学得特别
快。”章子怡说：“越了解这份工
作，越能感受到他们的伟大。在
我眼里看到的胆战心惊，在他们
眼中却是习以为常，择一事终一
生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精神。”

称赞航天人称赞航天人““太伟大太伟大””

章子怡章子怡：“：“择一事终一生择一事终一生””是他们身上的精神是他们身上的精神

走近 赫哲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