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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2月

13日10时在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邢台办事处（邢台市
产权交易中心），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以网络
竞价方式，依法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进行公开司法拍
卖，现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物：位于邢台市桥西区公园西
街 16 号楼 1 至 2 层 1 单元 102 房产，根据评估报告显
示，房屋登记簿房屋编号：886720 号，房产建筑面积
231.89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3.76平方米，拍卖保
留价1074000元，竞买保证金100000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7年2月7日至2月

8日，在标的物现场展示。
三、竞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在 2017 年 2 月 10

日 16:00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到法院指定账户（收
款 单 位 ：邢 台 市 产 权 交 易 中 心 ，账 号 ：
0406000129300010640，开户行：工商银行邢台市桥
东支行，以到账为准），并凭银行出具的保证金交款
凭证及有效证件到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法院监督电话：0319-2699766
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0319-2686158
18713979696 联系人：郭春雷
地址：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窗口

（泉北西大街2868号）
2017年1月12日

声明
宁晋县顺通管道施工队不

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130528600225168，声明

作废。

邢台市民政局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和《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 ，名称：邢台
市唯美职业培训学校，法定代表人：孙占敏，地址由
原邢台市桥西区钢铁北路618号，变更为现邢台市桥
东区开元南路446号；业务范围由原口腔修复工、心
理陪护工、计算机技能培训、中药调剂师、会计、影像
技师、中医理疗师、形象设计师，变更为现口腔修复
工、计算机技能培训、中药调剂师、影像技师、中医理
疗师、形象设计师、美容师、育婴员。登记时间：2017
年1月12日。

特此公告。
邢台市民政局

2017年1月12日

公 告

本报讯 2017年春运工作将于 1月
13 日正式拉开帷幕，为期 40 天。据预
测，2017 年春运需求仍将保持小幅增
长 ，其 中 道 路 旅 客 发 送 量 预 计 增 长
1%。市交警部门已于 1月 9日提前进入
春运工作状态，春运正式启动后，将突
出对重点车辆、重点路段、重点交通违
法行为的管控，确保春运期间全市道路
平安畅通。

突出重点确保春运安全

——重点路段：106、107国道和324、
325、326、327、328、393、321、322、323、
234等省道，环区市、县城区出口周边短
途接送学生、务工人员车辆集中通过的
道路，县城通往主要乡镇的道路。

重点时段：小年1月20日和除夕1月
27日，以及节前学生、农民工集中返乡期
间；春节期间群众集中走亲访友期间，2
月2日（正月初六）、2月12日（正月十六）
节后学生、农民工集中返城期间，恶劣天
气期间。

——重点车辆：7座以上客运车辆、
旅游客车、“营转非”大客车、微型面包
车、校车、接送学生车辆和黑校车、接送
民工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超速行
驶，客车超员，非法占用应急车道，不
按照规定车道行驶，货车超载，疲劳驾
驶，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涉牌涉证，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违法载
人。

——重点部位：高速公路收费站上
下口、国省道路主要路口，环设区市、县
城区出口，农村地区庙会、集市周边路
口，公路施工点段。

10个执法服务站提前启动

针对今年春运客流、气候、线路、路
况、车况的新情况、新变化，交警部门及
时掌握客流、车流第一手信息，结合学生
流、务工流、探亲流等不同特点，提前调
整部署警力，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管
控，提高工作的针对性。1月 9日，全市
10个执法服务站及 14个执勤点提前进
入春运工作状态。

交警部门加强运输企业源头监管，
督促运输企业对营运客车进行一次安全
技术状况检验，对驾驶人进行一次严格
审查，确保参加春运车辆车况良好、驾驶
人状态良好。全市对“两客一危”车辆
（含公交车辆）和校车、接送学生车辆实
行“春检”制度，核发春检合格标志，加强
车辆和驾驶人排查清理，对违法记分满
12分的、年内有两次以上超员 20%或超
速 50%以上的，有违法记录未消除的，
车辆有安全隐患的，一律督促运输企
业调整岗位，不得参加春运。要开展
定线认路活动，督促运输企业对初次
参加春运的驾驶人特别是旅游包车驾
驶人，实地查勘、提前熟悉运营线路及
沿线路况气候，防止因道路不熟引发交
通事故。

实施重点车辆必查制度

春运启动前，交警部门将对七座以
上载客汽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进行
全面统计，重点摸排清理“交通违法记
录、车辆驾驶人信息、车辆安全设施、教
育车辆驾驶人”，对企业安全负责人、驾

驶人开展一次面对面的春运交通安全风
险宣传提示。

针对“两客一危”重点车辆，路面民
警将重点检查，对客运车辆做到“八必
查”：人数必查、驾驶时间必查、驾驶资
格必查、交通违法信息必查、车辆审验
情况必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必查、车辆
轮胎磨损状态必查、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必查。

危险品运输车辆“七必查”：从业资
格必查、驾驶资格必查、车辆审验情况
必查、通行证明必查、专用标识和安全
标示牌必查、车身反光标识必查、车辆
卫星定位装置必查。

农村面包车“五必查”：驾驶资格必
查、车辆牌照必查、人数必查、车辆使用
性质必查、车辆审验情况必查，同时在检
查中要对驾驶人进行安全行车教育和预
警提示。

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春运期间，交警部门将最大限度的
把警力、装备投入一线，严查 7座以上客
运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加强高速
公路出入口、国省道主要路口等重点部
位的疏导管控。针对国省道、农村道路
和城市道路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持续保
持严管高压态势。

各县（市）大队在春节前后各一周，
开展半个月的集中整治，严查超速行
驶、违法停车等影响通行秩序的突出
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返乡和回城两个
高峰时段公路安全畅通；1 月 27 日至 2
月 2日长假期间，城区各大队组织开展
查处酒驾统一行动，遏制酒驾导致的
恶性交通事故；农村地区利用春节前
后各半个月，组织集中整治，重点整治
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酒后驾
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1月 13日前，
启动农村劝导站，重点检查、纠正农村
面包车超员、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违
法行为。

加强恶劣天气应急处置

春运期间冰雪、雾霾等恶劣天气多
发，交警部门将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认真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做到排查到位，
预案到位，警力装备到位，应急物资和清
障设备到位，确保恶劣天气下道路安全、
畅通。要突出关键节点保畅通，主动协
商有关部门，在恶劣天气多发路段和坡
道、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节点提
前备好备足应急物资、装备、设备，边降
雪、边除雪、边铲冰、边通行。加强指挥
调度，牢固树立“雪情、雾情、冰情”就是
警情的理念，建立每日研判和视频调度
制度，认真分析研判交通安全形势和道
路通行状况，及时做好交通组织、应急处
置等工作。

将强化春运工作宣传，综合发挥广
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网站、微信、
微博、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的作用，通过
专题节目、专栏信息、宣传画、公益广告、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及时全方位地
宣传春运工作措施、工作安排，让社会各
界充分了解春运工作和进展。同时，深
入开展社会宣传，印制宣传折页、海报挂
图、明白卡等宣传材料，在执法站、客运
站、火车站广泛发放，提示广大出行群众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本报记者 侯东杰 通讯员 黄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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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配合春运工作，
方便市民出行，昨日，市交警支
队对各县市的易堵及事故多发
路段进行公布提示。

邢台县
道路断交施工路段：邢和公

路：将军墓柳沟口至晋冀交界
处。

事故易发路段：北外环、西
外环。

易发生交通拥堵的路口、路
段：邢和线西黄村；邢左线邢汾
高速路罗下道口；邢昔线宋家庄
路口；107国道森林公园路口。

内丘
事故易发路段：107 国道

374 公里+900 米（北光路口）。
该路段南北通行大货车及穿行
摩托车、非机动车较多，请过往
车辆注意观察路况，减速慢行，
以防发生交通事故。

易堵路段：胜利路与中兴大
街（邢白瓷广场、全得利超市）、
胜利路与幸福大街（县医院）、康
庄路与平安大街（家乐园超市）
十字路口及周边路段。上述路
段路面狭窄，周边商户较多，春
节期间市民采购年货、赶集、民
俗活动增多，交通压力较大。

任县
施工路段：城区育才街——

澧洺路段、光明路——前营村
段。

事故易发路段：邢巨线与隆
南线交叉口、324省道邢湾段、
邢巨线与宁鸡线交叉口、战备路
与和平街交叉口。

易堵路段：城区新兴街至昌
平路段、东方路以及324省道王
村高速口至邢湾大桥。

沙河
事故易发路段：秦王湖、王

硇、朱庄水库、北武当山等景区，
山区道路弯多路窄、临水临崖，
驾车出游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服
从交通指挥，切莫超速超员、占

道停车、逆行抢行。沙河东环
路，因扩建，无交通信号灯，途经
此路口，尤其夜间行驶时注意安
全。

纬三路与邢峰线交叉口，赞
善老收费站、纬三路柳沟路口、
西环音乐汇路口，驾驶人要减速
慢行，谨慎驾驶，切莫超速超
员。迎新街与东环交叉口，为事
故易发路段，可绕行机场路。

隆尧
事故易发路段：隆尧县 327

省道东尚村路口，南北方向已安
装减速带，东西方向已安装警示
标牌。

易堵路段：327省道尹村大
街，农历初一、六有集市可能会
造成拥堵现象，大队在路口进行
分流，摆放分流绕行提示牌，引
导车辆绕行。328 省道周村大
街，农历初一、四、七有集市可能
会造成拥堵现象，大队在路口进
行分流，摆放分流绕行提示牌，
引导车辆绕行。

广宗
施工路段：325省道邢清线

道路断交施工，请过往车辆绕行
邢临高速；325省道邢清线辖区
卫伏城村农历初一、初六；赵伏
城农历初四、初九为农村集市，
过往车辆注意慢行。

易堵路段：城区兴广路路面
狭窄，周边商户较多，春节期间
市民赶集、民俗活动增多，交通
压力较大。

临西
事故易发路段：282省道肃

临线隋五里至范八里路段，311
省道邯临线临西镇至河西镇路
段。

宁晋
事故易发路段：393 省道

88- 98KM 处 ；234 省 道 90-
100KM和110-122KM处。

易堵路段：凤凰路（天宝街

—信和商厦）易堵时段：16:00—
20:00；天宝街（月城路—凤凰
路）易堵时段：16:00—20:00；石
坊路沿街商铺较多，全段为机动
车禁停路段。月城路易堵时段：
10:00—12:00、16:00—19:00。

平乡
事故易发路段：平乡县北环

路与贸易街交叉口。
易堵路段：常河镇路口为交

通拥堵路段，南北向行驶的车辆
可由325省道向北绕行至106国
道；东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可绕行
至邢临高速。

威县
易堵路段：106 国道 357-

358KM章台镇段，逢农历2、7集
会，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请过往
车辆绕行邢临高速、大广高速或
减 速 慢 行 。 S325 邢 清 线 73-
74KM贺钊段逢农历 4、9集会，
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请过往车
辆绕行邢临高速、大广高速或减
速慢行。S326邢临线 74-76KM
大葛寨段农历1、6集会，容易造
成交通拥堵。请过往车辆绕行
邢临高速、大广高速或减速慢
行。

清河
事故易发路段：双城集至马

庄路（公路东侧有沟渠）、连庄至
常庄科路段（公路东侧有沟渠）、
赵店至南焦庄路段（公路南侧有
沟渠）、东洪河至西洪河路段(公
路南侧有沟渠)。

南宫
施工路段：辖区内 324 省

道、308国道因天气原因，停止
施工，需通行该道路的请提前绕
行。

柏乡
易堵路段：槐东大街东街路

口至贸易路路口。
（本报记者 侯东杰

通讯员 黄鹏）

交警发布各县市易堵及事故多发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