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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邢台市川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09月7日取得邢台市桥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发放的《邢台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邢台万达锦华城1#楼，预售房屋坐落桥
东区开元路与泉南东大街交叉口西南角，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东2018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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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项目已于2018 年10 月
10 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桥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管
（注：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方便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向监管账户缴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
购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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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售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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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市川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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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锦园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9081500000022
监督咨询电话：0319-5259809
售房咨询电话：0319-2686888 2682888

邢台市川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通 告
邢台东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邢台县 公园东街以东，朝阳北街以南，

已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取得邢台县公产房产管理处发放的《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预售项目名称：紫御兰庭南区 1#、5#楼 ，预售证为邢县房预售证第

20180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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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产房产管理处监管。为保证预售资

金用于该项目工程建设，请广大人民在购房时将购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户，以保

护您的合法权益。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公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东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银行世贸天街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9001000000453

监督咨询电话：3220896,3218206

售房咨询电话：5275555

邢台东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声明
邱子珑不慎将与人

才市场签定的人事代理
合同书丢失，档案编号：
31280号，声明作废。

声明
朱向雨不慎将与人

才市场签定的人事代理
合同书丢失，档案编号：
33694，声明作废。

本报讯 10 月 11 日 ，华 菱 星
马 汽 车（集 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刘 汉 如 带 领 公 司 有 关 负 责
人，就加快推进与河北长征汽车
有限公司合作生产新能源（ＬＮ
Ｇ）汽车事宜来邢考察。市委书
记王会勇、市委秘书长宋洪修陪
同考察。

当天上午，刘汉如一行实地察
看了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
生产线、物流仓库等地，并与邢台
县、市直有关部门和长征汽车公司
负责人座谈，就推进具体合作事项
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会勇对刘汉如一行到来表示
欢迎。他说，近年来，围绕重振汽车

产业，邢台市和邢台县两级党委、政
府做了大量工作，为汽车产业加快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市委、市政
府全力支持长征汽车公司与华菱星
马集团合作。希望双方深入对接，
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抢抓市场
机遇，推进实质性合作，互惠互利、
共赢发展。

刘汉如表示，华菱星马集团高
度重视与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的合作，将深入对接沟通，加快推
动合作事项落地，为邢台发展汽车
产业贡献力量。

今年８月，王会勇带队赴安徽
省马鞍山市华菱星马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招商，推动河

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华菱
星马集团、河北建投集团就合作
生产新能源（LNG）汽车等达成意
向。

考察期间，王会勇、董晓宇等市
领导共同会见了刘汉如一行，双方
进行了深入交流。

（张文学）

加快推进与长征汽车公司合作
华菱星马集团董事长刘汉如率队来邢考察

本报讯 10月 11日，市长董晓
宇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落实全省经济发展推进
会议、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
总结分析1-9月份经济运行情况，调
度推进民生实事工作，安排部署第
四季度经济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有关市领导讲了具
体意见。省重点工作大督查第十督

察组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
董晓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

济呈现稳中有进、向上向好态势，但
一些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要引起高
度重视。当前，已经进入第四季度，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市
委确定的各项部署上来，牢固树立
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担当、狠抓落

实，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董晓宇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
作用、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抓好
三个“百日攻坚”，全力冲刺全年任
务目标；要深入实施系列三年行动
计划，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发展
质量效益；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抓
好中心城区建设、县城建设和乡村
振兴战略；要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群众蓝
天白云获得感；要全面深化重点领
域改革，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做
强开发区平台支撑，增强发展活力
动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加大脱贫攻坚力度。

会议通报了全市 1-9月份经济
运行、财政税收和工业运行情况，内
丘县、清河县、沙河经济开发区、南
宫经济开发区分别作了会议发言。

（杜烁）

董晓宇在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上强调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本报讯 “对于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企业要按照《方案》顶格处
罚。以最硬的措施，最严的标准，最
强的力度，打赢这场攻坚战。”10月11
日，市建设局召开2018-2019年秋冬
季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攻坚行动会议，
强化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落实。

日 前 ，市 建 设 局 制 定 出 台 了
《2018-2019年秋冬季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了攻
坚行动的目标任务。

5000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
工地全部安装视频监控和 PM10 在
线监测，并与建设、环保部门联网。
采暖季期间，施工企业达到“六个百
分之百”可正常施工，预警期间按有
关通知要求施工；商砼企业达到“十

条措施”，可正常生产，取得绿色生产
标识的商砼企业在预警期间可予绿
色生产。2018年 10月底前，建立非
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备案制度。配合
环保部门严禁主城区建筑工地使用
冒黑烟高排放工程机械，对建筑工地
内使用的工程机械进行抽测。2018
年 12月底前，完成建筑工地非道路
移动机械摸底调查，配合环保部门制
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划
定方案。各单位将建筑工地扬尘污
染防治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
立扬尘管控责任制度，扬尘治理费用
列入工程造价；将扬尘管理不到位的
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
系，情节严重的，纳入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 （本报记者 谢龙）

本市秋冬季建筑工地
扬尘治理攻坚启动

10 月 10 日，本市关爱留守家
庭服务协会开展“访千楼万家 创
文明城市”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创
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当日，志愿者们来到桥西区西

董村、老陶瓷厂家属院等社区，走
访慰问留守家庭，开展创城宣传，
主动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帮
助居民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本报记者 谢龙 摄）

访千楼万家 创文明城市

本报讯 日前，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发出公告，邢台路桥建设
总公司获准晋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成为本市第一家获此
资质的企业，实现了邢台建筑业发
展史上零的突破。

2017年 9月，邢台路桥建设总
公司特级资质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经过不懈努力，今年 6月顺利通过
住建部、交通运输部资料审查及专
家现场核查。国家相关部门发布正
式公告后，邢台路桥成为全省13家
特级企业中第二家具有公路施工总
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迈进了全国
建筑施工企业“第一方阵”。同时，
该公司还获得了工程设计公路行业
甲级资质。

据介绍，邢台路桥建设总公司
注册资金 42.5亿元，拥有中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 300余名，年生产能力
近100亿元。

（本报记者 刘哲
通讯员 常立杰）

邢台路桥建设总公司
获公路工程特级资质

本报讯 10月11日，团市委联
合市教育局、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
单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青春自护
校园行”法制安全意识提升系列活
动。

昨日下午，在邢台现代职业学
校的学生们通过观看视频、听民警
讲课、现场演练等方式，学习了交通
安全知识。

在活动现场，交警支队桥西二
大队民警向学生讲解了安全过马
路、安全乘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及保护学生安全出行的小常
识。如何安全通过校园门前路段
和交叉路口？看似简单的事情，经
过民警的讲解，同学们意识到自己
平时的一些错误做法。民警孙静
带领同学们观看了交通事故案例
视频，并与同学们互动模拟事故现
场。

（本报记者 刘晓英）

青春自护校园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