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对吉林省
万通经贸中心等12户债权资产打包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拟对从吉林省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的吉林省万通经贸中心等12户债权

项目进行打包处置，债权总额合计3,483.67万元，其中：债权本

金合计1,126.00万元，利息合计2,357.67万元。借款方式为保

证、抵押及信用。债权具体情况如下：

1、吉林省万通经贸中心,债权总额1,249.89万元，其中：本

金338.80万元，利息911.09万元，借款方式为质押。该债权在

绿园区人民法院进入法院执行程序，案号为（2001）绿经执字第

334号。

2、吉林省人大常委办公厅劳动服务公司水产经销处，债权

总额87.09万元，其中：本金21.6万元，利息65.49万元。贷款方

式为抵押和保证担保。保证担保人为吉林省橡胶工业联营公司

和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人民广场办事处，抵押人为吉林省人大

常委办公厅劳动服务公司水产经销处。

3、东北华联股份有限公司家具厂，债权总额51.13万元，其

中：本金20万元，利息31.13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

人为华联商厦（现为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债权在南关区人民法院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4、长春市锻造厂，债权总额238.85万元，其中：本金70万

元，利息168.85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保证

人为长春市金钱农工商公司，抵押人为债务人，以空压机、剪床

等14台套机器设备作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该债权在绿园区

法院和二道区法院进入执行程序。

5、长春新宇建筑材料厂，债权总额250.96万元，其中：本金

60万元，利息190.96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

保证人为长春市锻造厂，抵押人为债务人，以位于二道区金钱村

房产等企业财产作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该债权在朝阳法院

进入审理程序。

6、一汽四环二发配套厂（现名称为长春一汽四环汽车制品

有限公司），债权总额77.46万元，其中：本金40万元，利息37.46

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长春一汽四环集团有限

公司（现名称为长春一汽富盛集团有限公司）。

7、吉林省政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86.68万元，其中：本

金80万元，利息106.68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

保证人吉林省宾馆。目前该债权在南关区法院进入执行程序。

8、长春电影制片厂影艺装饰公司，债权总额183.05万元，其

中：本金45万元，利息138.05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

证人为长春轻工业机械厂金属结构加工厂和吉林省国讯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9、长春市屏幕霓虹灯广告公司，债权总额148.55万元，其

中：本金40万元，利息108.55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抵押

人为债务人，以其位于长春市宽城区东二条48号房屋为债务人

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未办理抵押登记。该债权在南关区人民法

院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10、长春国际航空服务公司，债权总额176.11万元，其中：本

金90万元，利息86.11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

抵押人和保证人均是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抵押物为

香港龙诚实业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的吉A-28288号轿车，及凤祥

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的吉A-00496号轿车作为抵押物，均未办理抵

押登记。

11、长春市大件货物运输总公司，债权总额347.01万元，其

中：本金195.6万元，利息151.41万元。贷款方式为信用。

12、吉林省中吉国际房地产开发公司，债权总额486.89万

元，其中：本金125万元，利息361.89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

保和抵押担保，保证人为中国吉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抵押

人为债务人，抵押物已经法院处置完毕。该债权在绿园区人民

法院进入法院执行程序，案号为（2002）绿民执字第1050号民事

裁定书。

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打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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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2015年12月11日至2015年12

月24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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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女士

联系电话：88402115

传真：88402115

通讯地址：长春市西安大路1455号

邮政编码：130061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884021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

2015年12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对吉林省长鸿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2户债权资产打包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拟对从吉林省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的吉林省长鸿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等12户债权项目进行打包处置，债权总额合计9,149.71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合计3,024.72万元，利息合计6,124.99万

元。借款方式为保证、抵押及信用。债权具体情况如下：

1、吉林省长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总额 1723.23 万

元，其中：本金460万元，利息1263.23万元，借款方式为保证

担保，保证人为长春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2001年12月24日

法院下达了（2001）绿经初字第386号-1民事调解书。

2、长春天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总额927.84万

元，其中：本金302.9万元，利息624.94万元。贷款方式为保

证担保。保证人为吉林长春讯业金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和青

岛前金实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3、长春市万事达出租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总额

946.08万元，其中：本金386.3万元，利息559.78万元。贷款

方式为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保证人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长春分公司，抵押物为捷达轿车，已处置完毕。该债权在绿园

区人民法院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4、长春市特种车车箱厂，债权总额586.12万元，其中：本

金200万元，利息386.12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

为长春冷弯型钢总厂。

5、长春市光大塑料异型材厂，债权总额880.59万元，其

中：本金209.06万元，利息671.53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

保，保证人为长春东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长春市东发实业

公司。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 4月7日制发（1999）

朝法督支令字第276.278、284、285号支付令。

6、吉林油田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总额484.3万元，其

中：本金200万元，利息284.3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

证人为吉林省招商总公司。

7、长春市煤炭工业供销公司，债权总额849.15万元，其

中：本金281.8万元，利息567.35万元。贷款方式为信用。该

债权在二道区法院进入执行程序。

8、吉林省机电装备集团公司，债权总额1081.15万元，其

中：本金254万元，利息827.15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

保证人为北方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债权在宽城区人

民法院进入执行程序，案号为（2002）宽执字第932号执行裁

定。

9、吉林省晶华不锈钢制品公司，债权总额83.03万元，其

中：本金28.5万元，利息54.53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和

保证担保，保证人为吉林省建材市场和吉林省建筑材料总公

司，抵押人吉林省建材市场以自有厂房、土地为债务人借款提

供抵押担保，只有协议书，无抵押清单，未办理抵押登记。该

债权在朝阳区人民法院进入法院执行程序，案号为（2000）绿

经执字第813号。

10、长春优尼克功能陶瓷有限公司，债权总额94.01万元，

其中：本金37.16万元，利息56.85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

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 3

月9日制发的（2003）朝法执字第1489号民事裁定书。

11、长春天友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588.51万元，其中：

本金265万元，利息323.51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

人为吉林国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长春吉阳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905.7万元，其中：

本金400万元，利息505.7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抵押

人为债务人，抵押合同标注抵押物为房地产，但无抵押物清

单，未办理抵押登记。

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打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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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2015年 12月 11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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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女士

联系电话：88402115

传真：88402115

通讯地址：长春市西安大路1455号

邮政编码：130061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884021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

201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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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风采

特别关注

街区亮点

冬季的白山地区冰清玉洁、银装素

裹。日前，50多名在职党员冒着严寒，前

来参加浑江区新建街道古兰社区开展的

“关爱社会、关爱家人、扮靓家园”为主题

的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他们拉起横

幅、身披绶带，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党员庄晓龙说：“我们共同行动起

来，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讲文明、树新

风，争当告别陋习的先行者，用文明行为

扮靓文明城市。”

几年来，白山市浑江区紧紧围绕民

生这个主题，组织全区各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深入开展服

务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活动，以在职

党员“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

岗位”的长效机制，促进了党员干部更好

地服务群众。

锦上添花又雪中送炭

区内1546名在职党员第一时间深入

居住地社区报到并亮出身份、说出特长，

社区逐一登记造册、设岗定责。区委组

织部和区直机关党工委严把报到人数和

设岗定责情况，通过查看回执和台账，保

证了“一次报到”不落一人，实现了在职

党员与认领社区岗位的合理匹配。

经过深入调研，浑江区发现全区42

个社区的在职党员报到情况失衡，中心

城区的社区报到人数很多，郊区尤其是

镇属社区报到人数极少、甚至“零报

到”，导致此项活动出现了“盲区”。

针对这一情况，浑江区重新调整了

部门包保帮扶社区“五有一创”工程任

务，将党员人数较多、职能作用较大的部

门与周边社区、镇属社区进行“结对子”，

将部门内的机关党员整体派入进行“二

次报到”，确保了在职党员有效覆盖全区

所有社区，避免了个别社区开展此项工

作“无抓手”问题。

保证分散又突出集约

深入社区的在职党员，结合各自特

长，围绕认领岗位广泛开展活动，得到了

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为保证活动持续

高效进行，浑江区及时总结经验，在服务

上做足功课。

一方面，以社区为单位，指导各社区

结合实际成立文体志愿者服务队、“红

烛”志愿服务队、“左邻右舍”志愿者服务

队等上百种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

将在职党员合理分布到相应的服务队

中，突出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

以机关部门为单位，结合部门职能，将党

员抱团组建扶贫助困团队、环境整治团

队等51支“机关党员服务队”，并将每年

10月定为“集中活动月”，每支团队集中

服务不少于3次。卫生局机关党员服务

队深入到最偏远的三道沟镇龙湖社区，

为百姓进行义诊，得到一致拥护和赞扬。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法律讲堂

等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帮助青山湖

社区推进依法服务、依法行政，协调有关

部门向青山湖社区捐赠电脑4台、办公椅

38套、健身器材2套；组织有能力、有意

愿的在职党员捐款，共帮扶44名困难群

众，捐助资金3万余元，在一定程度上为

困难群众解决了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密

切了党群关系。

考核个体又考核团队

为保证活动的扎实有效，浑江区在

做好定期、不定期督查暗访的同时，推出

了“双重考核”机制。

采取“双考核”办法，既考核个体又

考核团队，将个体考核结果与在职党员

个人评先选优挂钩，实行一票否决，将团

队考核结果与部门绩效考核挂钩，对个

体和团队综合表现差的，直接追究所在

部门“一把手”责任。活动开展以来，全

区广大在职党员共承诺事项2700余件，

为贫困户捐款、捐物25万余元，提供致富

项目176项，信息948条，提供就业岗位

5000余个，直接受益群众达16200余人。

浑江区移民局办公室副主任王淋认

为：“在职党员利用业余时间，到特殊居

民家中体验一次，参与居民的生活，既丰

富了党员生活，又拉近了党群关系，让群

众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王淋长期帮

扶两个特殊家庭的孩子，关心他们的生

活、学习、心理状况，在当地已经成为一

位家喻户晓的爱心爸爸，曾被授予省优

秀志愿者称号，前不久，还参加了“白山

好人”的评选活动。

江北街道青山湖社区书记于慧君说：

“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一大批年富

力强、文化程度高、视野开阔的党员加入

到社区党建工作中来，为社区党建工作带

来了新思想、新资源、新思路。同时，在职

党员进社区，也调动了社区辖区内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

的积极性，盘活了现有资源。”

“三位一体”模式成为深化引擎

该区通过“网上运行、双向印证、定

期通报”“三位一体”模式，夯实在职党员

进社区工作机制。

实行“网上运行”，提升在职党员参

与度。每个社区根据在职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分别建立微信群、QQ群等信息化

服务群，并由社区委员进行管理，及时发

布居民微心愿及活动通知，在职党员根

据自身特长积极认领。对无法使用信息

化服务群的党员，社区通过打电话、发短

信等方式通知在职党员，使活动开展“全

覆盖”、“零死角”。现全区已建立41个微

信群、42个QQ群。

实行“双向印证”，形成事实比对数

据库。建立活动数据库，在职党员每次

开展服务都填写电子版活动记录，并留

有照片等服务印迹，由社区进行备案，社

区党组织建立“分散式”、“组团式”两种

模式电子档案，根据在职党员服务表现

情况，如实填写“反馈卡”，以镇街为单位

汇总，定期向区委组织部反馈情况。同

时，由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进行情况汇

总，定期报送给上级系统党委，由党委汇

总后统一上交给区委组织部，形成双重

反馈印证。

实行“定期通报”，抓实监督考核指

挥棒。区委组织部根据系统党委和社区

上报情况进行相互印证，每个季度在全

区范围内进行一次通报。各系统党委对

下辖党组织进行督促和指导，每45天对

在职党员进社区开展情况、参与人数、累

计次数、人均参与次数进行系统内通报，

以报到率、累计数及平均参与次数为通

报参考值。同时，注重结果运用，将“在

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列入绩效考核和民

主评议党员内容之中，对参与度不高、服

务效果不佳的在职党员取消其年度评优

晋级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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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五证合一、一照一码”

登记制度首单业务在通化县

国税局顺利落地。

此次登记制度改革，将企

业登记时依次申请的分别由

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质检部门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社会保险部门核发

的社会保险登记证、公安部

门核发的刻制公章准许证

明，改为一次申请，由工商部

门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

业执照。通过实行一证一码

登记模式，国税部门进一步

整合行政资源，提升了行政

效能，减轻了企业负担，提高

了登记率。

“五证合一”提高效能

2015年10月10日的早上，双

辽市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横行”

古镇十余年的电动三轮车踪影全

无。

到过双辽市的人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遍布大街小巷、五花八门、

任意改装的非法营运三轮车。路

边乱占乱停，大街上横冲直闯的三

轮车，似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标

签。仅2013年以来，全市就发生

涉及电动三轮车事故540起，占事

故总量25%左右，广大市民怨声载

道。

今年年初，全市各相关部门就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先

后3次大规模深入社区，登门入户，

对三轮车进行调查摸底。在调查

中，市民对整治三轮车的支持率达

94%。9月16日，正式召开了全市

三轮车（四轮电动车）专项整治动

员大会，从而拉开了全市依法整治

非法营运电动三轮车工作的帷幕。

随即，报纸、电视台连续发布公告、

通告，专版、专栏深度宣传整治非

法营运电动三轮车的意义，向全体

市民传递市委、市政府整治非法营

运三轮车的信心与决心。

10月10日，专项整治工作进

入集中整治阶段后，大量三轮车主

聚集在市委、市政府门前，但整治

没有手软。由市公安、交通、残联、

城管等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

组，对区间内主要街路进行了重点

管控，对市区内非法营运的三轮车

（四轮电动车）展开了集中整治，对

无号牌、无驾驶证上路的车辆及车

主进行处置。一个月后，全市共查

扣电动三轮车66辆，依法行政拘

留电动车主21人。市民看到了希

望，纷纷自觉抵制乘坐电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没有了，市民出行

怎么办？出租车管理不规范，漫天

要价怎么办？面对一系列后续问

题，市委、市政府根据城市客运出

租车计价收费标准听证会结果，出

台了《双辽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收

费标准》。为了确保群众出行，给

每辆出租车都安装了GPS卫星定

位系统，设立了举报电话，进一步

规范了出租车运营市场。

在管理的同时，还针对部分确

有代步需要的残疾人三轮车车主，

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对有职业技能

培训要求的，全部免费培训，帮助

他们实现就业；对未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城市下岗职工、待业人员、下

肢残疾人和确实存在困难的特殊

家庭，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帮

助协调推荐工作岗位；对确实符合

城市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的，统筹考

虑纳入低保。截至目前，没有一名

电瓶车主因为整治三轮电动车非

法营运而越级上访。同时，全市城

区主要街路干净整洁，畅通有序，

市民出行更安全了。

整治“三轮车”街路变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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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岭县拘留所积极转变所务工

作作风，狠抓监所规范化管理，

完善服务措施，创新“窗口服

务”模式，树立良好执法形象，

提高社会满意度。

注重管理，规范执法。把

制度落实、纪律作风、警示教

育、监督考核等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强化民警的安全意识。

要求民警严格按照岗位工作标

准，切实履行各项职责。与此

同时，严格执行制度，规范民警

的执法行为。

提高素质，树立形象。组

织“窗口”值班民警定期开展

培训，切实提高为民服务水

平。引导监所民警深入学习

规章制度，增强监管业务能

力。要求民警举止端正、言语

文明、说话和气、行为规范，切

实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

走有送声”。

公开透明，彰显理念。定

期邀请执法监督员入所座谈，

提高监所管理的透明度。同

时，定期组织被拘留人员家属

来所参观，增强他们帮助被拘

留人员改过自新的主动性，进

一步彰显公安监所人性化执法

的理念。

擦亮“窗口”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