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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邢台市欣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不慎将机构信用代码证丢

失 ， 代 码 ：

G1013050300186700Q，声明作

废。

声明
邢台经济开发区浩瀚烟酒

经销处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130501600058239，核准日期：

2014年7月16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邢台紫竹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30502MA08X0QQ2W），成立
日期：2017年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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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紫竹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声明
桥东区众劦多日用品经销

处不慎将机构信用代码证丢

失 ， 代 码 ：

G70130502004542303，声明作

废。

声明
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不慎将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Z1310000090701，开户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行，声明作废。

声明
巨鹿县小龙州橡胶制品厂不

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1331000612801，开户行全称：

中国农业银行巨鹿健康路分理处，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邢台蚂蚁服装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30503MA07QBTU59），成立日期：
2016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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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蚂蚁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声明
邢台路桥南北过境线 A 合同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

台桥东支行预留印鉴公章不慎丢

失，账号：13001655108050502667，

声明作废。

声明
王 昆 身 份 证 号 ：

130523199211094011
不慎将与河北启扬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协议一份和
收据 141520 元丢失，协
议编号为XH-2-203签订
日期：2016 年 2 月 3 日，
房号为18-2-602（西户），
声明作废。

声明
杨国青不慎将永康

境界南区一期住宅区 13
号楼401购房收据1张丢
失，收据编号：JJ06178，
金额：200756 元，开票日
期：2016 年 8 月 8 日，声
明作废。

本报讯 “小区物业公司给电梯
启用 IC卡，是否需要征得业主同意？”

“小区物业公司收费不合理，业主也要
交费才能坐电梯？”连日来，桥东向阳
雅园小区业主陆续向本报反映，小区
物业公司给电梯加装了 IC卡系统，业
主交物业费才能领电梯卡乘电梯。

现场>>>
不刷卡不能乘电梯

10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3
号楼 3单元，发现该电梯轿厢内装有
刷卡系统，不刷卡按电梯楼层的按钮
不亮，也就不能乘电梯。随后记者又
来到 4号楼、2号楼，均发现不刷卡不
能乘电梯。

该小区 4号楼业主贾先生说，10
月8日，他走进电梯轿厢发现，他家所
在的楼层按钮失灵了，询问得知，电梯
内新装了 IC卡系统，必须刷卡才能乘
电梯回家。“我家住 8楼，因为不能刷
卡，每天上下楼只能爬楼梯。”贾先生
说。

业主>>>
不交费就不能领电梯卡？

居民侯先生介绍，前几天，小区物
业公司曾在楼道口张贴通知，称要启
用电梯 IC卡。侯先生认为，小区物业
启用电梯 IC卡，应征得业主同意，只
凭一张通知告知不应该。

业主李大妈表示，居民乘电梯，只
能找小区物业领取电梯卡。小区物业

告诉她，要领电梯 IC卡，需要交一年
的物业费等费用。该小区有 3 栋楼
已交工，小区内基础设施还不完善。
小区物业仅提供门卫安保、楼道庭
院的保洁等，并没有太多的物业服
务。“小区物业公司按本市一级服务
标准收取费用，而提供的服务与一级
服务标准相差很多，我认为他们的收
费不合理。”李大妈表示，小区物业收
取的照明费、二次加压费收费也不合
理。

业主郭女士表示，小区物业公司
给业主提供服务，业主理应交物业
费，但其收费标准与提供的服务不一
致，业主肯定不情愿交费。“目前，居
民对小区物业的收费存在争议，物业
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启用 IC卡
系统，不交物业费只能爬楼梯，这不
是在逼着业主交高价物业费吗？”郭女
士说。

物业公司>>>
沿用前任物业的收费标准

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公司，公司
法人吴国泽介绍，他们于今年 1月份
与前任物业公司交接入驻该小区，因
此他们从今年1月份开始收费。该公
司沿用了前任物业公司的收费标准，
收取物业费 1.2元/月/平方米，生活垃
圾处理费 36元/年/户，照明费 100元/
年，7层以上住户需交二次加压费200
元/年。

吴国泽说，入驻小区后，该公司投
入了不少资金，对小区的化粪池进行

了清理，对公共照明设施进行了维修，每
月的电费、电梯维保费、人工费均是一笔
很大的开销。目前，该小区已入住 170
多户，交费业主达80%。

部门>>>
将调查核实情况

记者联系了市物价局经费科，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目前执行的政策，生
活垃圾处理费不包含在物业费内，为 3
元/户/月；小区内公共区域照明费，如道
路、广场等包含在物业费内。楼道照明
如有单独计量的可按实际用电量交费，
楼道照明没有单独计量的，不允许单独
收费；高层二次加压的收费标准是 0.1
元/平方米/月。他们负责制定小区物业
的收费标准，业主所反映的小区物业公
司的服务达不到收费标准的，可向小区
物业公司的监管部门反映。

为此，记者联系了市住房保障与房
产管理局，该局物业科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已接到该小区业主的投诉，不
过，小区物业公司的监管职能已下放到
各区。于是，记者又联系了桥东区住建
局，该局资金监管科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将通过该小区的开发企业联系该小
区物业公司，核实业主所反映的问题，如
情况属实，将责成按规定收费。

另外，记者了解到，《河北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因
管理费用发生纠纷，物业服务经营者不
得限制业主及业主的车辆进入小区、使
用电梯等消费者行使物权权利的行为。

（本报记者 李平）

电梯启用刷卡系统 交物业费才能领电梯卡

小区物业收费不合理也要交？

本报讯 近日，高速交警在收费站检查客车时，查获一起客
车违规载货行为，这辆客车行李舱内竟装着近百只“兔乘客”。

10月 9日 23时许，在青银高速公路冀鲁主线站，高速交警
南宫大队民警对一辆石家庄至济南的大客车例行检查，发现车
厢内并无超员，却听见该车底层的行李舱一直有奇怪的声音。

民警打开客车行李舱进行检查，里面竟然有几只小兔子在
乱窜，舱内还有二十多个塑料筐，里面装的全是小兔子，大约有
近百只。

驾驶员关某称，他是山东济宁人，这趟跑车拉的乘客不多，
就想顺道带点儿货挣钱，这些兔子都是帮别人捎带去山东的。

“以后再也不敢了。”关某说。
民警对关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按照客车违规载货行为予

以500元罚款，并监督其联系货车将兔子全部进行转运。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赵立国）

暗藏近百只“兔乘客”
客车行李舱变兔笼

本报讯 有些车主觉得自己的车
不是高档车，所以就随意停放，有时候
一停好几天也不去看。这不，就有偷
车贼专门盯上了面包车和电动汽车。
昨日，宁晋警方发布，成功侦破系列盗
窃汽车案 6起，犯罪嫌疑人汤某被抓
获，涉案金额20余万元。

小张（化名）是宁晋县大陆村镇的
村民，做食品小生意，家里有辆面包车
用来运送货物，平时面包车就放在店
附近。今年 7月的一天，小张准备去
送货，却发现面包车不见了，他赶紧报
了警。

今年 7月份以来，大陆村镇先后
有多辆汽车被盗，都是面包车、电动汽
车。而车主多数都觉得不是高档车，

就随意停放在路边或偏僻地方，停放
的位置都没有监控。民警调取被盗车
辆村庄沿途的监控发现，犯罪嫌疑人
反侦查能力较强，选择凌晨作案，作案
时头戴鸭舌帽，根本无法看清其面貌
特征。

于是民警开始对二手车交易市场
进行蹲守和侦查。9月 27日，办案民
警在大曹庄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有了
收获。一辆汽车疑似被盗车辆，民警
仔细查看后确认。

该二手车交易市场老板说，此车
是低价从一名男子处收购的。经老
板描述，体貌特征均和监控视频中的
犯罪嫌疑人吻合。民警锁定，犯罪嫌
疑人就是36岁的汤某（宁晋县苏家庄

镇人）。
9月30日，民警在该镇一网吧内，将

犯罪嫌疑人汤某抓获。目前，犯罪嫌疑
人汤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车辆已
悉数追回，并返还车主。该案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此案犯罪嫌疑人多选择无监控、无
人监管的地方作案，专偷一些比较容易
得手的车辆。”民警提醒车主，要提高防
范意识，不要将车辆随意停放在路边过
夜，尽量停在光线明亮、有监控摄像头的
路段或有专人看管的正规停车场内。同
时，民警也提醒想买二手车的市民，购买
二手车要到专业的二手车市场，切勿购
买来路不明的车辆。
（本报记者 李博 通讯员 张永峰）

宁晋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汽车案

偷车贼专偷面包车、电动汽车
10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县税务局加大个人所得

税新税法宣传力度，组织专业骨干深入辖区企业、机关、学
校等单位场所，通过设置宣讲台、张贴宣传画、发放新个税
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讲解新个税起征点、税率调整、征纳
方法等惠民新政，面对面解答社会群体及纳税人的关切问
题，全力为纳税人办税提速减负。 （李国新 摄）

本报讯 走进桥东区龙泉小学的校门，醒目的标识牌上展
出宪法知识专栏，学生们还通过演讲、队会、童谣等形式进行宪
法知识学习。10月8日，在该校的“大手拉小手，共学新宪法”活
动中，学生们一起参观宣传栏，学唱法制歌，在寓教于乐中学习
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法制氛围。

该校四年级一名学生说，学习了宪法的由来，懂得遵守宪法
很重要，也知道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维护自己的权利。

该校负责人表示，宪法进校园，非常有意义，为了将抽象的
法律条文更易于记忆，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出来，促进
了学生们更好学习和了解宪法，让他们知法、懂法、护法、遵法，
成为合格的小公民。 （本报记者 靳普）

龙泉小学多种形式学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