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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邢台保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邢台市桥西区中华大街988号红星美凯龙，已于2018年

6月21日取得邢台市桥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邢台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

称：保利茉莉公馆（沁香园）项目二期工程15#住宅楼，预售房屋坐落钢铁路与银泉大街交叉口东

南角。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西2018015号。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2014]第5号《邢台市商

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规定，现该项目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桥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管。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承购人未将预

售缴付监管账户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请广大市民在购房时将定

金、预付款、房价款（包括预售商品房按揭贷款）、保证金等各种购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户，以确保

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防范商品房交易风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公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保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青青家园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904 1300 0002 18

监督咨询电话：7612078 7612017 7612002

售房咨询电话：0319-3782222

邢台保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3日

因邢台市守敬路（中兴大街—泉南大街）将进行微罩面

施工建设，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断交，为确保沿线人民群众

的人身安全及施工安全，断交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过

施工现场。施工采用夜间分路段分幅施工，断交时间：施工

时间为7月20日至8月10日（晚10时至次日6时）。

由于断交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邢台市市政维护管理处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7月13日

道路施工公告

二十一年奋斗 铸就辉煌。
成立于l993年的邢台海尔专卖店是海尔集团在河北省成立最早的大三专海尔专卖店，l996

年获海尔集团全国优秀专卖店称号。2003年被海尔集团授予全国百强海尔专卖店，是海尔集团
在邢台唯一的售前售后一体直营店，原址位于中兴路一招岗西南角的的邢台海尔专卖军分区店
现乔迁新址啦，新址位于中兴东大街路北，邢台银行西邻军分区对面。

21周年的军分区海尔专卖店7月14日即将迎来乔迁新址盛大开业的日子，消费者只需在7
月13日前预交20元定金，可享受购26变频空调送追风鸟电动车，买柜机送挂机等活动，购机满
额可获赠价值200元电风扇外加50元餐券；提前预交500元，购机满额可获赠价值2500元扫地机
器人和500元餐券等活动。你还可参与购买抽号产生的超低价商品：76元海尔落地扇，716元50
升电热水器，1716元55寸液晶电视，1716元26冷暖空调等等。

你只要购机就可以参与16号下午抽大奖的活动，58寸液晶电视、对开门冰箱，抽中大奖免费
搬回家。更多优惠还需要您到店了解，多重优惠真正让你感受到开业的力量。

海尔集团军分区海尔专卖店
7月14日盛大开业钜惠牛城

声明
贾玉秋不慎将其儿子

李培源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编号：O130713637，
声明作废。

声明
王志峰、钟芹夫妇不

慎将其女儿王佳丽出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证 号 ：
J131221753，声明作废。

本报讯 年底前实现微信、支
付宝扫码乘坐公交车功能；逐步
实现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昨
日，在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局对
本市入选首批创建河北省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相关情况进
行发布。

本市成功跻身创建城市

今年 4月份，省交通运输厅、省
财政厅联合公布了“河北省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第一批创建名
单”。本市在全省 11个地级市中脱
颖而出，以综合评分第二名的成绩，
成功跻身创建城市名单。创建期为
2018年－2019年，省财政将提供支
持资金8500万元。

市政府对创建工作非常重视，
专门出台了《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

到 2020 年公交发展的总体目标和
具体目标，强调在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路权、智能系统、车辆装备、
城乡公交一体化、安全及运营管理
等方面实施“公交优先”，为优先发
展公交创建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本市将实施“枢纽支撑、运营提
速、服务提升、低碳交通、智能公交、
安保设施、需求管理”七大工程，全
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保障能
力和服务水平，到创建期满，确保实
现创建活动各项指标。

新建公交场站11个

在公交场站建设方面，本市计
划投资 2.57亿元，新建公交场站 11
个。其中，今年将率先启动邢台综
合客运站公交枢纽、邢西公交枢纽、
火车站公交枢纽、襄都南路公交停
保场、佳洲美地公交首末站等5处公
交场站。其他场站陆续开工建设，

预计2019年底全部建成使用。
届时，市区公交线网将以各场站

为支撑点，全面优化公交线网布局，
提升公交线网科学分类，构建功能明
确、层次清晰的“快速公交＋干线公
交＋支线公交”的三级公交服务网
络，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出行服务。

年底前扫码坐公交

在智慧公交建设方面，本市大力
开展智慧公交建设，全面开启邢台公
交“互联网+”新时代。

昨日，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发布会上表示，正与相关银行积
极沟通协调，确保年底前实现微信、
支付宝扫码乘车功能，进一步满足
市民多样化乘车需求。

市区将增设公交专用道

在低碳交通方面，近三年来，本

市共投资 2.9亿元，先后购置了纯电
动公交车 550 辆，投资 2500 万元建
设充电站5座，市区新能源公交车达
1116辆，结束了邢台半个世纪的柴
油公交历史，实现了绿色公交全覆
盖。在安保设施方面，新型监控网
已在车厢内全覆盖铺设，并已经接
入全市应急专网。

在运营提速方面，已经在中兴
大街、开元路、泉北大街、建设大街
4 条主要市区道路施划公交专用
道。下一步，将根据城市规划，在
市区团结大街等主要道路都设置
公交专用道，让公交车真正快起
来。

逐步取消长途客运班线

在城乡公交一体化方面，2017
年，市政府决定由市交通运输局牵
头，继续推行“一城五星”公交模式，
对全市的道路客运资源进行统一整

合，优化调整，逐步实现全市城乡公
交一体化。

目前，市政府已成立邢交运集
团股权收购领导小组，负责指导股
权收购工作。邢台华赢实业有限公
司具体负责股权收购工作，阶段性
工作已完成，待市政府批准后将尽
快完成并购工作，组建市级国有公
交客运集团。

届时，将城市公交、城际公交、
城乡公交统一纳入经营范围，全部
实现“公车公营”，逐步取消长途客
运班线，特别是 400 公里以上的客
运班线，逐步实现城市运行城市公
交、市县和县县之间由城乡公交连
通，形成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无缝
衔接的客运市场管理模式，为城乡
统筹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出行提供
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的服务保
障。

（本报记者 侯东杰）

邢台将组建市级国有公交客运集团
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城乡公交统一纳入经营范围

铲除黑恶痞霸势力铲除黑恶痞霸势力，，得民心得民心、、顺民意顺民意！！

邢台市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0319-3270215，电子邮箱：

shceddz@126.com，邮政信箱：邢台市邮政信
箱116-1号。

邢台市公安局“扫黑办”
举报电话：0319-2618110，电子邮箱：

xingtaisaohei@163.com,通信地址：邢台市桥
西区邢州大道 3060号，邮编：054000，邢台
市公安局“扫黑办”收。

桥西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中心
举 报 电 话 ：0319- 3272007、0319-

2020091，电 子 邮 箱 ：qxqshb@163.com、
xtqxgadhb@tom.com，邮政信箱：邢台市邮政
信箱101号。

桥东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中心
举 报 电 话 ：0319- 3270118、0319-

3661966（传真），电子邮箱：xtqdshjb@163.
com，邮政信箱：邢台市邮政信箱018号。

邢台县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0319-3663325，电子邮箱：

xtxshce@163.com，邮政信箱：邢台县邮政信
箱888号。

邢台市市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本报讯 7 月 12 日晚，市委书
记王会勇专程到市防汛指挥部，检
查指导 13 日－14 日的强降雨天气
应对防范工作。他强调，各级防汛
指挥部要高度重视，迅速进入状态，
积极主动做好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
防范工作，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和
大的财产损失。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周永会，副市长胡仁彩，市委秘
书长宋洪修一同检查指导。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冷空气和
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13日早晨
至 14日夜间，我市有明显降水天气

过程，最强降雨时段可能出现在 13
日白天到夜间，局地可能伴有短时
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
程雨量为 50－80 毫米，局地 80－
120毫米，个别地点可达 120毫米以
上，最大小时雨量可能在 30－50毫
米。

在市防汛指挥部，王会勇分别
听取了市防汛办、气象局、水文局、
城管局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
水库、河道及城区防汛准备情况，并
通过视频系统随机抽查了部分县市
区值班值守和应对工作安排情况，

对重点县市强降雨应对工作提出了
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

王会勇指出，这次强降雨过程
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市最大的一次降
水过程。省委、省政府对做好强降
雨天气应对工作高度重视。各级防
汛指挥部要站在践行“四个意识”的
高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切实加
强分析研判，迅速行动起来，周密安
排部署，积极主动做好应对工作。
各成员单位要密切会商，科学决策，
及时预警，有效应对，确保工作万无

一失，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和大的
财产损失。

王会勇要求，要进一步完善防
汛指挥系统，确保信息畅通、指挥高
效。要加强重点区域、部位和单位
防范工作，特别是对地质灾害点和
学校、医院、敬老院、旅游景区等人
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防汛要求，
确保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要加大对大中型水库、主要河道等
重点水利工程的排查力度，对各项
防汛设备要加强检修，确保隐患排
查整治到位、防汛设备正常运转、抢

险物资和抢险队伍充足。要以建筑
工地、地道桥、河道、深基坑等为重
点，切实抓好重点县市和主城区应
对工作。

王会勇强调，雨情汛情就是命
令，必须进一步严明纪律。市防汛
指挥部各主要成员单位要切实负起
责任，主要领导汛期原则上不准请
假外出。同时，要强调工作纪律，加
强检查督导，确保 24小时有人值班
值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
有效应对。

（张文学）

王会勇检查指导强降雨天气应对工作

积极主动应对防范强降雨天气过程
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和大的财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