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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动公交预计
本月上线

据称， 到邢台的纯电
动公交有三个厂家不同的
车型， 分别为，8 米长的宇
通纯电动公交，8.5 米的福
田纯电动公交，10 米半的
东风纯电动公交。 目前，公
交二、三、五公司正在建充
电桩。

据公交公司工作人员
称， 近期计划引进 200 辆
电动公交车，目前到邢 150
辆，已经上牌，尚没有上线
运营是因为充电桩正在建
设中，预计月底前可上线。

记者注意到， 现在线
上运营的天然气公交车以
红色为主基调， 今后电动
公交车将以绿色为主基
调，公交车上喷有“环保公
交、低碳出行”字样。 与普
通公交车相比， 电动公交
车最大的优点就是零排
放。

公交公司工作人员
称，网上流传的“10 米半的
东风纯电动公交将更新 6
路车”并不准确。“现在还
没有确定电动公交在哪些
线上运营。 ”

临城巨鹿已引
进电动公交

记者了解到， 临城县
购置的 20 辆纯电动公交

车已于 2015 年试运营，试
运营的 10 天内，百姓一律
免费乘坐。 据了解，这是全
市首批投运的纯电动公交
车。

“纯电动公交车具有
无噪声、易操作等特点，实
现了车辆的零排放， 减少
了对环境的污染， 同时也
降低了使用成本。 ”临城县
交通运输局客运科科长路
冉星介绍， 临城县以招商
引资的形式投资数千万
元， 购置 104 辆纯电动公
交车，除首批 20 辆已投运
外，还有 58 辆电动公交车
已经上路。

进入 2016 年，巨鹿县
也传来好消息，首批 42 辆
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全
部完成挂牌，即将投入使
用。

据了解， 巨鹿县首批
新能源公交车中，40 辆为
6 米长东风牌新能源公交
车，2 辆为 10 米长安凯牌
新能源公交车， 全部由巨
鹿县神州巨电公司生产配
套大动力锂电池。 6米长客
车可续航 120 公里，10 米
长客车可续航 300 多公
里。

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和
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 除临城
县、巨鹿外，沙河、宁晋、新
河、隆尧、南宫等县市也纷
纷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步
伐。

企业购置新能
源车利好多

去年以来，市政府要求
优先在公交领域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 各县（市、区）
淘汰置换黄标公交车要积
极采用新能源汽车，新增或
更新的公交车应主要采用
新能源汽车。

为此，中央、省对购置
新能源公交车有补贴，市财
政也将市级财力状况给予
省补贴标准一定比例的补
贴。 在免征车牌费、不限行
不限购、优先开设新能源汽
车办证、年检“绿色通道”方
面，利好政策充足。

目前，市区已有 400 辆
天然气公交车在线运营。一
辆天然气公交车的一氧化
碳排放量比此前常见的柴
油公交车的排放量减少了
97%，碳氢化合物排放减少
72%， 氮氧化合物可减少
80% ， 二氧化碳可减少
24% ， 二氧化硫可减少
90%，苯、铅、粉尘等污染物
可减少 100%，PM2.5 排放
量降低 90%以上， 同时可
节约成本 30%至 40%。

电动公交车上线后，一
些柴油公交车将被更换，更
多“黑尾巴”被斩断，污染排
放将直接降为零。这对牛城
人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
息。

（本报记者 麻国栋）

《云之上》原创艺术开展
本报讯 1 月 8 日上午，

《云之上》 原创艺术展在位于
中北世纪城成长街的艺库画
廊内拉开了帷幕。

《云之上》 原创艺术作者
李盛是名职业画家，同时也是
市书画院院长兼油画艺委会
主任，其作品气象宏阔，墨彩
交融，具有憾人心神的艺术感
染力和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力。
现场，多位风格迥异的优秀本
土艺术家还泼墨挥毫，为大家
开启了一场视觉文化的饕餮
盛宴。

据该画廊的负责人称，这
次画廊首展共展出六十余幅
邢台本土书画大家的作品。

“届时， 市民也能在这里欣赏
享受到高雅艺术，让高雅艺术
平民化。 ”艺库画廊经理张晓
爽说， 艺库画廊集书画展览、
收藏、销售、定制、创作、交流
为一体，致力于关注弘扬民族
文化，将不定期举办各式各样
的活动， 为广大的艺术家、收
藏家和书画爱好者提供一个
高效的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张子乾）

免费救助先心病儿童报名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河

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了解到，
2016 年面向全省的首批儿童
先心病救助报名开始了，首批
救助名额为 100 名，其中全免
费救治 30 名， 邢台籍贯的患
儿也可以报名。

据了解，此次救助活动是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联合
爱佑、神华两大基金共同救助
的， 全省 0 至 18 岁的贫困先
心病患儿均可申请，在省内务

工的农民工子女患有先心病
的也可申请。

想申请的可通过咨询医
大 一 院 救 助 办 公 室 电 话
0311-85917197 报名； 或者
向医大一院先心病公益救助
邮箱 xxbjzbgs@163.com 发邮
件进行申请；家长也可以携带
患儿和检查结果直接到医大
一院先心病救助门诊来报名
申请。

（本报记者 靳普）

� � 昨日，网上传出邢台来了纯电动公交的消息。本
报记者随后向市公交公司进行了核实，150 辆纯电
动公交车已经来到邢台，但充电桩正在建设中，预计
月底前可投入运营。

金价持续低位
市民抢猴年贺岁金

本报讯 虽然距离春节
还有近一个月时间，但金价的
持续低位，让许多消费者按耐
不住出手抢贺岁金了。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市区
几家大型商场， 临近腊月，商
场客流量比平时多了不少，几
乎每个商场黄金柜台前都围
满了顾客。 在个别品牌柜台
前，外围的顾客还需要等待里
层的人买完才挤得进去。

记者在天一城大洋百货
一楼看到，猴年各类生肖金品
开卖，大多数消费者都是冲着
跟贺岁、生肖有关的黄金产品
而来。“猴年生肖金比往年生
肖金整整提前了一个月上市。
元旦假期， 客流增长明显，黄
金饰品销量比平时增长超过
50%。 ”某品牌黄金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按照中国人的习
俗， 过春节都图个红红火火，
所以各商家也都提前开卖猴

年生肖产品。
“现在用差不多的价钱，

就能买到比去年更大克重或
工艺更好的黄金，确实划算多
了。 ”市民赵女士说。

“不少消费者选择此时购
入投资类黄金产品抄底，购买
黄金饰品也比去年底每克便
宜二三十元。 ”某品牌黄金投
资分析师说，2015 年金价在
年内经历了 6 次调整，其中 5
次都是下调。 金价的走低，带
动了各类黄金珠宝消费大幅
上涨。

业内人士表示，黄金的货
币属性决定了其保值增值功
能，因此销售热度不减，黄金
有望触底反弹，年末可能是选
购黄金的窗口期。不过他还是
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将购买
黄金作为一种投资方式，会有
一定风险，出手要慎重。

（本报记者 冀文龙）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沙土告字[2016]06-01、02号

经沙河市人民政府批准， 受沙河市国土
资源局委托我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两幅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
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采用增价拍卖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拍卖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6 年 1
月 9 日至 2016 年 1 月 28 日， 到沙河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受理窗口获取拍卖出让文
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6年 1月 9日至 2016
年 1月 28日，到沙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

名受理窗口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 16 时（以银
行到账为准）。

保证金交纳账户:�
�������1、开户单位：沙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沙河支行
账 号：101124297824�������������

�������2、开户单位：沙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沙河支行
账 号：13001656208050507145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 沙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将在 2016 年 1 月 28 日 16 时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沙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一层开标一室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商业部分要求： 项目建设应符合邢台市

《关于开展绿色建筑行动推进节能的实施意
见（邢政办【2013】6 号）》要求及有关部门的
相关要求。

居住部分要求：根据住房保障部门意见，
此地块配建保障性住房事宜，按照《河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
意见》（冀政 [2011]28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意
见》（冀政[2012]70号）执行。 项目建设应符合
邢台市《关于开展绿色建筑行动推进节能的
实施意见（邢政办【2013】6 号）》要求及有关
部门的相关要求。

出让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 公告发布即

日起申请人可自行进行现场踏勘， 竞买人应
在拍卖中的踏勘期间详尽了解地块相关情
况，提出竞买申请，即表明竞买人接受该地块
实际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并
对自己竞拍的行为负责，包括同意接受《拍卖
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条款的，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关标的面积及能否使用
等一切瑕疵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拍卖人不承
担瑕疵担保责任。 出让宗地范围内如有空中
电力线、通信线、地下管线、地下隐藏物、埋藏
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施、热
力燃气设施、铁路线、建筑垃圾等均由竞得人
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 所需
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本次拍卖设有底价。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出 让 人：沙河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319—8998519

�������报名联系人：王新环
拍卖代理机构：河北新世纪拍卖有限公

司
联系电话： 0311—83862216����������������

�河北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9日

声明
巨鹿县睿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将以下证
件丢失，分别为：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130529791379300R； 机
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
G10130529000071905； 银
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1331000071903， 开户行
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巨鹿支行， 声明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