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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邢台县皇寺独恋饮品店不慎将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30521MA095MN33W，核

准日期：2017年10月12日，声明作

废。

葫芦峪内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2018年9月2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0 万元人

民币，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8232109391

地址：内丘新107线东侧

邮编：054200 联系人：刘海涛

葫芦峪内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声明
巨鹿县顺联物流有限公司不慎将机

构信用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

G1013052900047020T，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1331000470201，开户银行：巨鹿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河北巨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邢台市正泰博达装饰艺术有限公司（注册

号：130500000023352），成立日期：2006年4月12
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协商办理。如本公司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即视为弃
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市正泰博达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声明
邢台县豫让桥俊丽文印社不慎将以下

证 件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130521600050756，核准日期：2012年1月1

日，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冀联邢国税桥

东字 13052119781025328901，发证日期：

2016年5月31日，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县人力资源市场不慎将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J1311000172203，开户行全称：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豫让桥

分理处，声明作废。

声明
河北大繁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

银行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核

准号：J1310003239401，开户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百泉支行，机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G1013050200323940Q，

声明作废。

声明
李伟不慎将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丢失，证号：（邢）登

记内名预核字[2018]4944号，核

准日期：2018年5月29日，特此

声明。

声明
河北瑞亚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

准号：J1310002399801，开户行全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开

发区支行，声明作废。

声明
内丘县鲁西肥牛涮锅店不慎将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1324000337401，开户行全称：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丘县支

行，声明作废。

声明
桥西区季秉日用杂货经营部不

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130503MA08MED48Y，发 证 日

期：2017年6月7日，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以及法人张庆

卫 手 章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91130502559085391P，核准日期：2017 年

12月27日，公章：1305210005294，手章编

号：1305210005296声明作废。

“早上好！”每天清晨，在市一幼中一班门口孩子们都会收到
这甜甜的问候。该班非常注重对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不仅开
展了“文明小礼仪”活动，还开展了穿衣比赛、我当一天值日生等
活动，把文明礼仪融入一日生活教育中。 （曹英利 摄）

本报讯 日前，在中国名厨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
上，邢州大酒店刘少彬荣获个人赛最佳菜品创意奖金奖、团体赛最佳
菜品设计奖优秀奖，并成功签约“忠诚伟业”“名厨之家”两大餐饮巨
头。他是本次比赛中我省唯一一名获得金奖的选手。

大赛由中国烹饪协会和鞍山市人民政府主办，有 500名大型餐
饮连锁集团，1000名烹饪大师及餐饮食品企业家，5000名一线精英
大厨，一万余名职业餐饮从业者参加。

邢州大酒店厨师长、出品研发主管刘少彬，擅长粤菜、鲁菜、川湘
融合菜。2004年加入餐饮行业，师从中国烹饪大师潘俊强大师，曾
先后在北京东都大酒店、上海华美国际酒店担任炒锅主厨，并多次在
全国和省级餐饮烹饪大赛中获奖。 （史连峰 张帅）

刘少彬获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

本报讯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医国粹，国庆长假期间，宁
晋县卫生局与计划生育局联合该县中医药协会、中西医结合医院的
中医专家，一起开展了中医药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

当日，由该县中医药协会成员、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组成的中医药
专家团队，通过中医药文化知识普及、健康讲座、中医药展览展示、科
普资料、养生健身操等形式，全方位引导大家更好的养生保健、防病
治病。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都注意养生，但缺少正确的养生常
识，现在有中医专家到家门口来讲解，为我们提供科学的养生防病常
识，真是太好了。”参加了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通过体验中医养生，
受益匪浅。

据悉，今后该县中医药专家团队将陆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中医
药文化“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等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发展
中医药事业。 （本报记者 刘晓英 通讯员 李三虎）

中医药文化进基层

本报讯 无故踹人家门，一小
伙儿因寻衅滋事被行拘，并被罚款。

几日前的一个深夜，院门处突
然传来的响动，惊醒了睡梦中的王
宏（化名）。他大声呼叫，附近邻居
也闻声赶来帮忙查看，但大伙儿只
看到了被踹开的院门，并未发现可

疑的人。
王宏赶紧报警，达活泉派出所值

班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随后，民
警调取了周边大量监控视频锁定了嫌
疑人，还发动群众对嫌疑人进行辨认，
最终确定了他的身份。

被民警传唤至派出所的嫌疑人交

代，事发当日零时许，他在经过王宏家
院子时，无故将其家门踹开，后听到家
中有人大声呼叫，便逃离了现场。

目前，该违法嫌疑人因寻衅滋事
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周照田）

男子深夜无故踹他人院门被行拘

本报讯 10月10日，市民李先
生来到南大郭派出所，向民警表达
谢意，感谢民警日前帮其迷路的父
亲回家。

9月 29日 17时左右，南大郭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北大郭村附

近发现一迷路老人，需要救助。值班
民警急忙赶到现场，发现老人骑着一
辆自行车，只能说清自己已经 70 岁
了，叫“李印志（音）”，家庭住址、亲人
联系方式等信息都说不上来。

为尽快帮助老人回家，民警将老

人带回派出所，一边照看，一边利用户
籍信息系统和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寻找
其亲人。

19时，老人的儿子来到派出所，
将其接回了家。
（本报记者 刘哲 通讯员 丁久源）

七旬老人走失 民警援助

本报讯 昨日，在沙河市杜一
村的村口，张贴着一张爱心倡议书，
很多村民看到后都掏出钱塞入爱心
箱中，100元、50元、20元……为乡
亲黄海娥尽一份心。黄海娥的女儿
站在一旁，感激地看着这些平日里
称为叔叔大爷婶子的乡亲们。

倡议书是同村樊喜祥写的，十
分简单：“杜一村黄海娥需要大量医
药费，希望乡亲都奉献一点爱心，谢
谢！”樊喜祥介绍，10月6日，50多岁
的黄海娥在摘柿子时从树上摔下，
导致高位截瘫，现需要一大笔手术
费。黄海娥家经济窘迫，丈夫下岗
多年，2008年，儿子又在车祸中去
世，家里当时欠下不少钱，去年刚把
债还清。

“如果没人帮一把，家里很难跨
过这个坎儿。”樊喜祥说，他是黄海
娥的邻居，两家关系不错，当听说黄
海娥出了事，他希望能出点力，这想
法也得到多位老乡的支持。10月
10 日，他便在村口写了一份倡议
书，呼吁大家团结友爱，帮帮黄海
娥。

“我们杜一村不大，也就 500 来
户，但乡亲们挺团结。”樊喜祥说，很多
乡亲看到倡议书不但现场捐款，还奔
走相告，招呼更多人来帮忙。

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的，掏出了兜
里的20元；街边卖小吃的拿出100元；
开车刚刚回村的拿出200元……乡亲
们你来我往，仅仅3个小时，已有4000
多元善款，一些没带现金的乡亲，还通

过微信给黄海娥的女儿转去爱心款。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我们杜一村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让我看到了
质朴的乡亲情。”村民张利敏说，看看
那再简单不过的倡议书，再看看乡亲
们的善举，他十分感动，也希望能有更
多人帮帮自己的老乡。

（本报记者 郭红玉
通讯员 樊路民 文/图）

沙河农妇摘柿子摔伤高位截瘫
众乡亲纷纷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