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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市公路管理段所属河坎子养护
站去年建成后，由于处于低洼路段，黄土
多，沙石少，每到雨季，养护站门前公路
路肩冲刷比较严重。从今年5月10日开
始，养护站职工在完成日常养护工作任
务之余，充分利用节假日、业余时间，加
班加点，捡理石板厂废弃的理石板，对养
护站门前路肩进行硬化，并砌甬道160多
米，有效解决了路肩冲刷问题，也为养护
站门前修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入夏以来，雨水增多，凌源市公路
管理段提前组织人员对管养的11条计

418.7公里县级以上公路进行排查，对各
线路边沟进行疏通清理，对破损的石砌
边沟进行维修，加强桥涵管养，确保公
路排水畅通、通行安全。

三分建，七分养。凌源市公路管理
段始终坚持建设是发展，养护也是发展
的理念，采取日常养护与季节性养护相
结合，进一步提高路况质量和服务保障
能力。春秋季以路基整修为重点，夏季
以防汛保通为重点，冬季以除雪防滑为
重点，同时将路基、路面、桥涵、沿线设
施、绿化等养护工作融入日常，全年各

项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总
结，持续保持了良好的路况水平，实现
了公路养护的良性循环。

截至目前，凌源市公路管理段完成
路基整修11条路线计360公里，治理农
田侵占 18 处 2100 平方米，清运垃圾
8800 立方米，清理边沟 122 公里，清理
桥涵 159 座，处理标志遮挡 25 处，清理
堆占 377 处。完成公路绿化新植 6.72
公里，补植 20.594 公里。同时，公路小
修、休息点房屋维修、防汛度汛等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一直以来，凌源市公路管理段始终
坚守“养路想着行路人”这一理念。公路
养护工作连续30年保持朝阳市综合评比
第一，9年全省夺冠；管养公路创国家级
示范路138.3公里，创辽宁省省级品质工
程路41.477公里；所属哈巴气道班1999
年进入“全国百强道班”行列，2001年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011年荣获“全国
模范道班”称号，曾经6次代表辽宁省参
加国家公路养护大检查，并取得骄人成
绩，成为全省公路养护的一面旗帜。

冯学仁 李红霞

坚守“养路想着行路人”理念

凌源市公路段加强养护工作保道路安全通畅

升级数字化应用
加快便捷退税产品创新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金融科技和数
字化银行服务的倡导者，致力于通过扩
展和升级数字化支付场景为国内经济
助力，加强便捷退税产品的创新和推
广，让即将到来的国际游客体验优越的
中国数字化退税服务。

云游智行作为数字化全球支付方
案提供商，为中国工商银行提供了“即
时退”产品的全套应用方案。2020年，

“机场即时退”已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上线。国际游客离境时可通过扫描二
维码在手机上自行办理退税，税金实时
转入银联卡中，轻松办理，无忧离境。

“机场即时退”不仅为往来中国的
国际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避免了
因聚集带来的感染风险，数字化应用方

案既提高服务效率，又确保使用安全，
让体验感大大提升。

前置退税场景
推动退税体验升级

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购物村是全球最为流行的出国购
物地点之一，对于外籍游客来说也不例
外，中国的大型购物村也是他们的购物

中心。因此，“市区即时退”选择以购物
村作为首个上线的购物场景，让国际游
客可以在购物的同时用手机端办理退
税，税金实时转入海外游客的信用卡
中，既快速，又便于继续消费。2021
年，将退税办理场景前置到市区的商场
内，这种前置退税场景的做法，让退税
体验强力升级。

服务国际游客
打造退税数字化名片

随着中国数字支付技术的发展，中
国退税将拥有领先全球的产品和平台，
即将到来的第四届进博会以及北京冬
奥会，都将成为中国退税的展示舞台。
届时，中国退税将成为一张烙印着数字
化技术的闪亮名片，传递到全球来客的
手中。 高宏伟

引领金融服务提质升级 构建全数字化支付场景

“市区即时退”退税产品正式上线

图说 TUSHUO

本报讯 6月中旬，平安银行沈阳
分行开展了一系列打击电信诈骗的宣
传活动，保护客户的财产及信息安全。
平安银行沈阳分行提醒金融消费者，谨
防各种新型网络电信诈骗，“不轻信、不
泄密、不连接、不汇款”。

电信诈骗是指不法分子通过电话、
网络和短信等方式，设置骗局，对受害人
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的犯罪行为。

平安银行沈阳分行提醒客户，要妥善保
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银行卡、网银 U
盾、手机等，不借给他人使用，一旦丢失
立即挂失；开通银行账户变动短信提醒，
关注账户变动情况；不要随意丢弃银行
卡刷卡消费或使用ATM设备的交易凭
条；谨慎点击短信、网络聊天工具或网
站中的可疑链接；妥善设置并定期更改
银行卡密码。 张洪威

2021年，国网铁岭供电公司围绕“辽·亮”供电服务工程和铁岭

市“一轴两带一区”发展新格局，制定出台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暨“营商

环境提升年”工作方案，开展“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精耕责任田专

项行动，走访政府部门、重要客户，调研项目用电需求；积极与政府部

门沟通实现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办”；编制《供电咨询答复单》《业扩

配套电网建设方案》标准模板，开展微信、邮件等多种方式业扩前期

服务；在招商引资热点地区设立固定服务站所和流动服务驿站，快速

响应客户需求，提升客户获得感和满意度。

李洪兴 摄

推进“辽·亮”供电服务工程
落地

本报讯 “现在不用再往市里跑
了，在家门口就能办，很方便。”近日，
辽阳市宏伟区居民李先生一大早就来
到工农街派出所，办理“补办机动车驾
驶证”业务，仅用 10 分钟就拿到了新
证。这是辽阳市公安局宏伟区分局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
缩影。

宏伟分局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为抓手，在窗口服务大厅、驻企
警务工作站配备了自助体检机，实现
驾驶证期满换证当场体检办理、立等
可取，全力推动交管业务“自助办、就
近办”的便民利企举措，全面实现了

“一站通查、一网通办”。
截至目前，已办理行政审批业务

300余次，为100余人解答出入境相关
问题。 马 俊

本报讯 6月24日，农发行
辽宁省分行与辽宁省能源产业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致力于服务国家能
源安全，推动辽宁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农发行辽宁省分行和
辽宁能源集团负责人出席签约
仪式。

根据协议，“十四五”时期，
双方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省
委、省政府战略部署，立足辽宁
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实际，
建立金融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
金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双方将在清洁能源发电项
目建设、生态环保项目建设、新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碳排
放交易等领域，共同探索金融
支持清洁能源建设的有效途
径，逐步扩大辽宁地区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转化水平，积极推
进生态环境修复和循环经济发
展，助推我省能源产业可持续
发展，助力辽宁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高质量发展。

田 超

农发行辽宁省分行
与省能源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辽阳市公安局宏伟区分局交管业务
实现一站通查一网通办

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 日前，兴业银行大
连分行西岗支行党员志愿小分
队全体成员，走进庆贺社区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今年6月，大连市银行业集
中开展以“普及金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学法用法护小家，防
非处非靠大家”为主题的金融
知识宣传月活动，以提高社会
公众对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危
害的认识，进一步普及金融知
识，增强大众自我保护意识，引
导大众自觉抵制、远离非法集
资和电信诈骗。

兴业银行的党员志愿者们
提前到达活动现场，为社区居民
准备了非法集资知识普及、电信
诈骗案例、金融知识普及等宣传
彩页，宣传金融知识，提高居民
防诈骗能力。

当天有 30余名社区楼长到
达现场参加活动。在宣传过程

中，居民对于防范非法集资、电
信诈骗等问题比较关注。理财
经理杜萱担任主讲员，着重从
如何识别非法集资、电信诈骗
的角度进行相关知识普及，通
过宣传彩页的发放以及面对面
实例讲解，让公众了解什么是
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并介绍
了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让居
民知道该如何在生活中防范非
法集资以及电信诈骗，守住大家
的“钱袋子”。

社区民警还结合身边发生
的一些案例，为社区居民进行相
关知识讲解。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社区居
民对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
骗有了进一步了解，社区居民树
立起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的意识，
增强了识别电信诈骗的能力，收
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王世扬

多位一体打造智能化网点

建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以智能
为引领，营造智能化环境，推动服务品质
升级。12台可办理九成传统柜台业务的
智慧柜员机、3D 全息贵金属互动展示
柜、网银智能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为客户
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体验。触手可得的
呼叫系统一呼即应，爱心窗口配备的助
盲卡、电子书写板，为特殊群体提供轻松
便利的金融服务。功能化分区布局、等

候区的图书漂流角等，有效地提高分流
效率，缓解客户等待情绪。

以金融力量服务实体经济

建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坚持服
务实体经济，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的需求。疫情期间，该行积极
为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解忧纾困，利
用建行普惠金融产品云税贷，授信普惠
金融贷款14610万元，高效率、低成本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得知当地防疫物

资生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流水线
停滞，营业室迅速开通绿色通道，仅用3
天半的时间为企业成功授信6000万元，
有效地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为社会提供放心的金融服务

建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关注民
生、关注百姓利益。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为构筑金融抗疫的坚强后
盾，营业室 365 天无休，成为特殊时期
区域内为数不多的坚守金融抗疫一线

的网点。营业室全力确保防控连续、业
务连续、服务连续、保障连续，为社会持
续不断地提供安全放心的金融服务，践
行旗舰网点的责任担当。

叫响“劳动者港湾”品牌

劳动者港湾，为爱停靠。作为辽宁
省建行首个挂牌“劳动者港湾”的示范
网点，建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主动
扛起了公益大旗，用行动履行国有大
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中高考期间为考
生家长送饮用水、送清凉，走进社区建
设美好家园、走进管辖派出所慰问抗
疫一线的民警、冬至为环卫工人送饺
子等等，一系列公益活动，让“劳动者
港湾”这个品牌深入人心，获得社会公
众的高度认可。 李新宁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单位巡礼

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携手银联国际、辽宁银联、云游智行等公司共同推出全
新的“市区即时退”退税产品于近日上线，并选择王府井集团旗下的棋盘山赛特奥莱作
为首站上线的购物地。此举不仅实现了离境退税数字化转型，更开启未来退税趋势，
即将退税场景前置到购物环节，随心购物，随手退税。“市区即时退”大大提高了用户体

验，为海外游客带来便利。

提升服务品质 打造标杆窗口
——记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西岗支行
走进社区普及金融知识

6月26日中考期间，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的工作人员，为考场附近的
考生家长送去了饮用水。为中高考考生家长送水，该行已坚持多年。作为中银协文明规
范服务百佳单位，建行沈阳铁西支行营业室以多元化的业务结构、人性化的金融服务，成
为辽宁省建行综合性网点的标杆窗口。

本报讯 “七一”前夕，邮储
银行辽宁省分行机关组织全体
员工举行主题健步走活动。

此次健步走活动设置答题
驿站环节，以健步走活动为载
体，在强身健体、亲近自然的同
时，通过快问快答的形式，将党
史知识、企业文化融入其中，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
力量。

参加活动的员工表示，此次
健步走活动，不仅增强体魄、振
奋精神，更加倡导了绿色、环保
的出行理念，还将企业文化融入
其中，寓教于乐，增强了企业的
凝聚力。 陈 昕

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核心
提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拟对长春伍陆柒捌集团有限公司抵债资产中19处不
动产权采取要约邀请竞价处置。

该抵债资产系我分公司收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持有的长春伍陆柒捌集团有限
公司不良债权并实施债务重组项目所形成的抵债资
产，该 19处不动产权总面积为 35162.69平方米，共享
宗地（教育用地）面积为86447平方米。用途为4栋教
育公寓及1处阶梯教室。目前阶梯教室现由大连航运
职业技术学院使用，另4栋教育公寓由大连康考迪亚
高级中学有限公司使用。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
长 城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要约邀请竞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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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布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告有效期限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7月5日。

交易条件：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交易地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第一国际中心14楼会议室。
竞价时间：2021年 7月 6日上午 9：30。参加竞买

者应于 2021 年 7 月 5 日 15：30 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我分公司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
为准）、查阅抵债资产相关文件资料。竞买人若为企
业，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
权委托书，否则不具备竞买资格。

上述抵债资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抵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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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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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柳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52
传真：0431-88402152
邮政编码：130000
联系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3999号第一国际中心。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续女士
联系电话：0431-884021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1年6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抵债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鞍山市黑大线（汤岗子至甘泉段）修

复养护工程，位于鞍山市千山区境内，起
点为汤岗子大屯镇道口南，终点至千山
区与海城段公路界，里程桩号 K1426+
142- K1433 + 052，长 6.91 公 里,全 线 封
闭。封闭时间：2021年7月4日至2021年
10月30日。

绕行路线：
1.海城至鞍山双向绕行路线：
海城市↔海城北外环↔通海大道

(沈海高速)↔鞍山路↔鞍山。
2.南台镇车辆：
南台镇→南耿线→通海大道（沈海

高速）→鞍山(海城)。
3.甘泉镇车辆：
甘泉镇→通海大道→鞍山(海城)。
封闭段内沿线无法绕行车辆，通过施

工区内的临时道路限速通行，特此通告。
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定于2021年7月4日至2021年10月

30 日对 G202 黑大线（甘泉至三里段）路
段 实 施 全 封 闭 ，桩 号 K1433 + 052 至
K1442+713.463，另包含冉家堡跨线桥下
引线长0.524km，路线全长10.186km。施
工期间过往车辆根据封路通告指示绕
行，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注意安全。

绕行路线：
1.海城方向
绕行沈海高速或经凤翔路绕行鞍山

路、通海大道至海城。
2.鞍山方向
绕行沈海高速或经冉张线绕行通海

大道、鞍山路、凤翔路至鞍山。
3.封闭段内无法绕行车辆
封闭段内无法绕行的企业、居民车辆

通过施工区内的临时道路限速通行。
海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