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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尔滨福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十道街
145号,债权合计9024.36万元，其中：本金
4807.81万元，利息4216.55万元。贷款方
式为保证，保证人为黑龙江圣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该债
权已诉讼并胜诉，法院对借款人名下的
11幢商服用房进行了查封,该房产位于
哈尔滨市南岗区马端街、宣庆街、先锋路
合围地段的龙福小区楼下，建筑面积合
计约3347平方米；正在执行中。

2、哈尔滨岁宝天鹅饭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95号，
截至 2019年 3月 10日，债权本金 1915万
元，利息 2818.93 万元。贷款方式为抵
押、保证。抵押物为哈尔滨天鹅饭店名
下的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4611.65 平方
米，办理了抵押登记。保证贷款 220万
元，保证人为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
社。该债权已诉讼，正在执行中。

3、哈尔滨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555
号，债权合计 6545.69 万元，其中：本金
2580万元，利息 3965.69万元。贷款方式
为保证，保证人为哈尔滨东方饺子王连
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

4、哈尔滨金河旅游公园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太平镇
立功村。债权总额 1719.28万元，其中：
贷款本金 500万元，利息 1219.28万元。
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借款人名下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163,977平
方米，该土地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
镇立功村，使用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其他
商服。办理了抵押登记。

5、哈尔滨名仕高尔夫娱乐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松浦镇
松花江村第13栋。债权总额 2303.57万元，
其中：贷款本金950万元，利息1353.57万
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债务人
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坐落在哈
尔滨市松北新区松浦镇松花江村，面积
合计为 62,840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办理了抵押登记。该债权已诉讼，正
在执行中。

6、哈尔滨市北龙混凝土制造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乡宏
伟村红星路 173号。债权合计 12,220.73
万元，其中：本金5400万元，利息6820.73
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该债权已诉
讼，法院查封担保人王志刚所有的位于
双城市五家镇民康村的土地使用权，土
地证号（07）06号，宗地面积 151,175.3平
方米。

7、哈尔滨优先电子咪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通达街 238
号。债权总额 2709.76万元，其中：贷款
本金1242万元，利息1467.76万元。贷款
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咪表，办理了抵押
登记。

8、哈尔滨市全亿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债权本息合计 3473.82万元，其中：贷款
本金 1256万元，利息 2217.82 万元。贷
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出
租车及车牌；保证人为哈尔滨全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9、黑龙江四海园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西小区
45栋 2-3单元 0层 001室。债权本息合

计 3185.25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1300万
元，利息 1885.25 万元，贷款方式为抵
押。抵押物为双城市润丰投资有限公司
名下的房产、土地使用权，抵押物位于双
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房产建筑面
积11,837.00平方米，共8层；土地面积22,
085.00平方米，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土
地使用权，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商
业服务业；抵押房产和土地均办理了抵
押登记。该债权已诉讼，正在执行中。

10、哈尔滨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河广街11
号。债权本息合计 2402.52万元，其中：
贷款本金994万元，利息1408.52万元，贷
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该企业开
发建设的远东综合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
（在建工程），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
直街 504号；保证贷款 110万元，保证人
为哈尔滨九发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

11、哈尔滨市金泰装饰材料经销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
中马路47号。债权总额2999.52万元，其
中：贷款本金 1000万元，利息 1999.52万
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哈尔滨
青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 3处房
产，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承德街，权证记
载的建筑面积为 2933平方米，办理了抵
押登记。该债权已诉讼，正在执行中。

12、哈尔滨京德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吉
星小区2号楼1层。债权本金6000万元，
利息 12,350.53万元，本息合计 18,350.53
万元。担保方式：质押、保证。其中：质
押物为江门市高路华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的齐齐哈尔市昌威油田开发有限公司所
有的平洋油田经营权；保证人为江门市
高路华集团有限公司。

13、双城市文路中学，注册地址：双城市
南郊102国道两侧。债权本金2500万元，利
息4299.88万元，本息合计6799.88万元，贷
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双城市文
路中学院内5套房产（其中4套房产所有
权人为文路中学、1套所有权人为校长王
志才），总面积为 22,718.17平方米，抵押
金额2500万元，已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保
证人为黑龙江锐普建筑自动化工程有限
公司，保证金额2500万元

14、哈尔滨万力木业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东北新街20号；债
权总额1655.6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500
万元，利息 1155.67万元。贷款方式为抵
押，抵押物为自然人——赵贵名下的房
产及黑龙江省延寿县荣昌木业有限公司
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15、牡丹江日报社，企业注册地址：
牡丹江市阳明区光华街85号。债权本金
597万元，利息 722.17万元，债权本息合
计 1319.17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抵押
物为牡丹江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报
业大厦房产21-22层，办理了抵押登记。

16、牡丹江市水稻壮秧剂厂，企业地
址：牡丹江市温春镇。债权本金 975.06
万元，利息 1380.15万元，债权本息合计
2355.21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
其中：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的土地使用
权；保证人为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
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17、黑龙江省海林市长顺油脂有限
公司，企业地址：牡丹江市西安区海南

乡。债权本金余额 680万元，利息余额
1379.09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 2059.09 万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债务人
名下的房产、设备，办理了抵押登记。

18、牡丹江市海南木工机械厂，企业
注册地址：牡丹江市西安区海南乡拉古
村。债权本金 752.2万元，利息 1296.94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 2049.14万元。担保
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的房
产、设备，办理了抵押登记。

19、牡丹江温春双鹤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企业地址：牡丹江市温春镇。债权
本金470万元，利息524.57 万元，债权本
息合计 994.57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
抵押物为债务人名下的房产，办理了抵
押登记。该债权已诉讼并胜诉，正在执
行中。

20、哈尔滨市昌盛畜禽养殖场，企业
住所地为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乡金家
村，法定代表人赵春燕。截至 2019年 3
月 20 日，欠贷款本金 332.6 万元，利息
585.95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贷款。该
债权已诉讼，法院已查封债务企业位于
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乡金家村的23处房
产和一处国有土地，正在执行中。

21、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血站药业
有限公司，企业住所地为哈尔滨市阿城
区牌路大街 382号，法定代表人赵洪涛，
注册资金 2,800万元，登记状态为存续。
现已停止经营。截至2018年10月10日，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血站药业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 7094.03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2792万元，利息 4302.03万元。贷款方式
为保证、抵押，其中对应贷款 835万元的
抵押物为房产，位于太平区卫星路 12号

2 栋 1-5 层和太平区卫星路 12 号-2 栋
1-2层，对应贷款 1477万元抵押物为设
备：PVC血袋片机组、挤管机、吹塑机等
29台；以上抵押物均已办理抵押登记；保
证担保金额480万元，保证人为哈尔滨利
龙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22、哈尔滨市东雷塑料有限公司，企
业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哈同公路8.6公
里。截至 2016年 12月 20日，债权总额
2577.2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1014万元、
利息 1563.2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抵
押金额为 1014万元，抵押物为债务企业
自有的设备及哈尔滨市第一制砖厂劳服
公司名下的厂房、红砖，已办理抵押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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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具体信息可登录公司网站（网址 http:
//www.gwamcc.com）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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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董先生 史先生 侯女士
联系电话：0451-53607061

53622994
邮政编码：150001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金融大厦1366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2019年6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哈尔滨福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22户企业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本报记者 刘莉

22日上午，经过清晨临时造访的阵
雨洗礼，哈尔滨的天空格外蓝，空气中夹
杂着湿润的清香。10时许，位于松花江
北岸的太阳岛公园开始陆续迎来大批的
游客和市民。与以往太阳岛景致不同的
是，有一条条标记号段宛如缎带的绿道
蔓延开来，有的横穿太阳岛公园中心，有
的环绕四周。这就是哈尔滨启动实施的
78公里绿道系统一期建设的一部分——
太阳岛风景区绿道。

通过绿道串联起自然资源和人文景
观，为市民打造低碳绿色生活，为发展注
入新活力。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
挖掘生态景观资源，想法设法拓展市民休
闲活动空间，从小处入手、发力，以太阳岛
免费开放为契机，在全市范围内谋划了多
层次的景观绿道系统。今年启动建设的
哈尔滨绿道一期工程全长 78公里，覆盖
了太阳岛景区、太阳岛国家湿地植物园、
太阳岛银滩绿色休闲景区、哈尔滨群力外
滩生态湿地、金河湾湿地植物园五大景
区，形成5大绿道网络、25条游览线路。

太阳岛风景区绿道是今年首个投用
的绿道工程，已于 6月 20日开放。据哈
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与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处长马成宇介绍，太
阳岛全域共规划6条绿道，各具特色。其
中，1~3号绿道将主要出入口、太阳岛公
园、太阳岛历史文化街区、中东铁路公园
等著名景点串联起来，对现有道路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修缮路面、补充完善
标识标牌、地面标线、座椅凉亭等，使休
闲漫步、郊游野餐变得更加方便舒适；沿
途设置的几十处科普展板，让小朋友在
嬉戏的同时认识了解太阳岛上的湿地动

植物；8.3公里长的电瓶车线路从城市公
交站接驳至景区环线，实现环岛畅游；4~
6号绿道让人们可以真正融入太阳岛腹
地，近距离观赏塔头、红嘴鸥、大白鹭等
特有动植物，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妙趣。

值得一提的是，新开辟的5号鸟岛湿
地游赏绿道，更是首次揭开神秘的面纱，
以贴近原生态的风貌，守候在太阳岛的
东大门，迎候从中东铁路公园跨江而至
的游人。记者在鸟岛遇到哈尔滨市民刘
先生一家及其朋友十余人，他们兴高采
烈地拿着食物、游玩装备一路嬉笑地“占

领”了鸟岛内新设立的一处茅草亭。刘
先生坦言，作为一名垂钓爱好者，原来经
常来鸟岛，知道新铺就了绿道、设置休息
凉亭后，便第一时间组织家人朋友来一
次周末聚会。“这里面前是江，有鸟不时
飞过，望过去还有大剧院，景色太美了。
当然，作为市民，我们也要珍惜政府给打
造的如此惬意的休闲环境，文明游玩。”

绿道建设不但为市民又增添了休闲
场所，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且
有利于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松花江
两岸的美丽景点串联，吸引更多外地游
人前来游玩。广东游客黄女士与几位朋

友刚刚到哈尔滨游玩，他们首站就选择
了太阳岛公园，平时就是徒步爱好者的
他们，几乎走遍了太阳岛公园的绿道，

“一直听说哈尔滨气候宜人，来了发现自
然资源利用、保护得也好，玩得很舒服很
愉快。”黄女士连连称赞。

图①公园内标识标牌导引功能更加
完善。

图②新设置的凉亭让游人享受惬意
风景。

图③孩子们尽情嬉戏在鸟岛湿地。
图④进入旅游旺季的太阳岛公园游

人如织。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市民游人争相奔向太阳岛
哈尔滨打造78公里绿道连接松花江两岸五大景区，太阳岛6条绿道首发亮相

□本报记者 李宝森

特医食品，全称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是我国近几年才分立监管的新行业。
哈尔滨拜仑斯特临床营养有限公司凭借
自己进入早、拥有“硬核”技术而占尽先
机，赢得市场。近日，记者走进了这家位
于哈尔滨新区的企业。

在两层楼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楼
是完全洁净化、封闭式的生产车间，工人
全部穿戴消毒杀菌后的洁白工作服工作，
生产自动化水平很高。“这是目前国内特
医行业最先进的生产车间，我们针对国家

不断完善的特医行业标准，前后 5 次改
造，哪里不符合，彻底扒掉，按新要求重
建。我们是东北唯一一家特医行业企
业。”公司总经理王笛对记者说。

看到繁多的检测检验设备时，王笛告
诉记者：“特医食品要检验的指标有 30类
200多项，比药品企业检验的指标多。因
为涉及人体生命支持需求的各种营养元
素，因此，每一样产品必须成分和数量明
确。当初，我们购进了设备，一时间招聘
不到会使用的操作者，有很多设备是医药
企业没有的。公司仅检验检测设备就 80
多台套，具备全检能力。”

据王笛介绍，这个行业跨界要求高，既
要有药品和食品营养研发背景，又要有工
艺研发能力。公司有国内唯一一家独立特
医研发中心，有经验丰富的 11人研发团
队。现在已经获得技术和工艺专利10项，
能够生产两个系列30多个品种，其中“谷维
益”属于国内独家品种，而10秒速混、保持6
小时悬浮稳定的生产工艺是全球独创。

据了解，该公司2018年建成哈尔滨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明年申请国家级技术中心
评定。企业已经通过了欧盟特医SC认定，
是国内该行业里仅有的两家之一，另一家是
外资企业。现在，他们在研发新产品同时，

也为其他企业的新品研发和审批提供服务。
王笛告诉记者，他们2016年开始在哈

尔滨新区建厂，2017年投产，已经陆续投
资超过 1亿元。这间工厂的设计生产能
力是年销售额 3亿元。待今年国家特医
标准出台，他们产品获批号后，将再建一
条生产线，扩大生产规模。现在产品已经
销售到全国 22个省市 3000多家医院，三
级医院覆盖率超过 50%。从 2017年产品
上市以来，销售额每年都翻一番，今年预
计实现4000万元，明年突破亿元。“现在是
处于产业爆发的前夜，我们要领先一步占
尽先机，尽快开拓市场。”王笛说。

特医食品销售额每年翻一番

拜仑斯特以“硬核”技术抢占市场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
从哈尔滨新区获悉，“海外人才创新
创业项目大赛”70个决赛项目已经
出炉，将于6月28日-30日在哈尔滨
新区决战。

据悉，由中国科协和省政府主办
的第 21届中国科协年会，6月末在哈
尔滨市召开。“海外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大赛”是中国科协年会的一项重要活
动之一，由省科学技术协会、哈尔滨新
区管委会、中国海归创业联盟承办，主
要分为项目征集、预赛、国内承办地总
决赛、赛后省内落地对接四个阶段。
参赛对象主要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
（硕士及以上学位）且现在海外工作、
有意回国创新创业的高层次人才。

此次大赛共有 452个项目报名，

数量创历届之最。从区域看，以来自
欧洲和美国赛区的项目居多，占总数
的 74%；从产业看，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公共安全产
业居多，占总数的46%。

据介绍，征集的 452个项目经过
严格的评审和预赛，最终于5月下旬产
生了70个项目晋级哈尔滨新区决赛。

据悉，哈尔滨新区制定了项目对
接工作方案，确保 70个决赛项目都
有专人对接。确定了项目落地的物
理空间，即哈尔滨松北（深圳龙岗）科
技创新产业园的12号楼作为大赛项
目落地空间。同时在加速器3号楼，
辟建了大赛科技成果展厅，集中展示
进入决赛的70个项目和其他符合条
件的重点项目。

海外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大赛
28 日 决 战 哈 尔 滨 新 区

本报讯（记者刘莉）为加强学
校、家庭紧密合作，21日，哈尔滨市
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共育暨家长委
员会工作现场会在育红小学召开。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南岗区
各中小学校家校共育及家长委员会
工作成果展板。南岗区教育局、风华
中学、育红小学介绍了家校共育、家
委会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全面展示了
家长委员会的功能和工作方法。

目前，全市各区各校均成立了
家长委员会，构建了校、年级、班级

三级家长委员会组织机构，各中小
学正逐步建立健全家长委员会规章
制度，家长委员会职能正在发挥。
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工作计划和
重要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学
校改进工作。参与学校教育工作，
通过家长间交流，宣传正确的教育
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为学校开
展校外教育活动提供志愿服务。家
委会积极听取家长的意愿，转达家
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促进
形成教育合力。

中小学（幼儿园）家校
共育工作现场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健）根据人社部
《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
用工作的通知》，今年省内所有地市
将实现签发、应用全国统一标准的
电子社保卡，同时开通移动支付服
务。这意味着市民持有电子社保
卡，在就诊或购药时，可直接进行线
上支付或扫码支付。

市民可打开支付宝进入“城市
服务”，进入“社保”，点击“电子社保
卡”，刷脸即可申领。市民通过支付

宝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腿，节约排
队时间，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未来，
电子社保卡将在人社、政府公共服
务、金融等领域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应用，重点推进线上查询社保权益
记录、线上就医购药支付结算、线上
办理参保缴费、线上办理职业资格
认证、线上人社公共服务办事凭证
等业务场景应用。同时将进一步支
持跨部门应用，助力政府公共服务，
促进民生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

手机刷脸可申领电子社保卡

近日，哈尔滨第二职业中学校与哈尔滨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第三届校园招聘大会。据悉，招聘会上50余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1287
个，涉及餐饮、旅游、IT、视觉传达等行业，共收到1200余份简历，400余人与
用人单位达成实习和就业意向。 吴迎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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