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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邢台宣文纸制品销售部（普通合伙）（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30502MA0A19AD6U），成立日
期：2018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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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宣文纸制品销售部（普通合伙）

2019年3月15日

声 明
邢台市桥西籍景华内科诊

所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130503600001247，

核准日期：2007 年 8 月 13 日，

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紫名都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威县分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33MA09AEC8XD，核 准 日

期：2017年11月14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邢台县瑞之森果品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130521078769821U），成立日期：
2013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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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县瑞之森果品专业合作社

2019年3月15日

本报讯 昨日，市车管所满分
教育室两个屋子里都坐得满满当
当。不过，对于大多数司机来说，以
后到车管所“学习”的时间会越来越
少。记者昨日获悉，市交警部门通
过互联网平台开拓教育渠道，驾驶
人今后可通过互联网自行选择教育
方式，网上完成审验教育后还可足
不出户办理审验手续。对大多数持
C本的驾驶人被记满 12分后，可申
请在网上学习5天。

驾驶人可通过互联网学习

市车管所民警徐仁平介绍，一
般情况下，驾驶证记满 12分后，会
被交警扣留，驾驶人应当在驾驶证
被扣留后 15天内到车辆管理所报
名参加“满分考试学习”。

徐仁平说，根据公安部有关规
定，市交警支队在严格落实审验教
育和满分教育时限要求的同时，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三深化三提升”
要求、推进机关“效能革命”，通过互
联网平台开拓教育渠道，提供现场
教育与网络教育有机结合的学习方
式。驾驶人可通过互联网自行选择
教育方式，自由掌控接受教育的时
间。今后，驾驶人通过互联网即可
申请并参加“两个教育”学习，网上

完成审验教育后还可足不出户办理
审验手续。“这可以让上班族免去向
单位请假的烦恼……”

C本驾驶人可在网上学习5天

徐仁平介绍，驾驶人满分教育
时间为 7日，每日教育时间不得少
于 3个小时，其中现场教育时间不
得少于 2日。即对于大多数持C本
的驾驶人被记满12分后，可申请在
网上学习5天。

而大中型客货车（A1、A2、A3、
B1、B2）、校车驾驶人，以及除本次
计分周期外，最近连续两个计分周
期中有一个计分周期有记满 12分
记录的，现场教育时间不得少于 5
日（即可在网上学习2天）。一个记
分周期内有两次以上达到 12分或
者累积记分达到 24分以上的驾驶
人，以及除本次计分周期外，最近连
续三个计分周期中有一个计分周期
有记满12分记录的，全部采用现场
教育。

同时，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
驶证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的，以
及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
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

人，以及校车驾驶人也要参加学
习。这就是审验教育。

驾驶人审验教育时间不得少于
3个小时，可在网上进行。而一个记
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9至 11分的
大中型客货车（A1、A2、A3、B1、B2）
驾驶人和校车驾驶人，以及持有其
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
吊销驾驶证的驾驶人，则现场审验
教育。

网上学习将随机抽查

徐仁平说，网上学习内容分为
“课件学习”和“审验测试”。课件学
习就是观看一些教育视频来学习；
审验测试则是通过答题来学习。驾
驶人要仔细阅读最下方的“温馨提
示”，当天有效累积学时不得少于 3
个小时，学习完成后，一定要在“网
办进度”查看自己的业务状态。

“不要以为在家学习就可以应
付过关……”徐仁平说，在学习过程
中会进行随机抓拍，如果抓拍不通
过会有相应的提示。如果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突然有事，可以随时结
束本次学习。

（本报记者 侯东杰
通讯员 黄 鹏）

今后记满12分可在网上学习5天

本报讯 一段视频这两天在微
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一对年轻男
女驾车截停 8路公交车，并手持水
果刀、手工锯等对公交司机进行辱
骂威胁。昨日，警方发布，该视频里
年轻男女系一对夫妻，而持械截停
公交车的原因是在躲避公交车超车
时，女儿在车内摔倒，引起夫妻二人
不满。目前，夫妻二人分别被处以
行政拘留15日。

视频里，年轻男女情绪激动，站
在车外，手持水果刀、手工锯对公交
车驾驶员进行辱骂，还将驾驶员放
在座位上的工作服强行夺出扔在马

路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事情发生在十几天前，2

月27日下午，马某驾驶面包车载着
妻子韦某和女儿驶至邢峰线固坊村
路段时，为躲避8路公交车超车，女
儿在车内摔倒，这引起马某和妻子
的不满。随后，马某先后两次驾车
截停该公交车，并和妻子手持水果
刀、手工锯，对该公交车司机等进行
辱骂威胁。

当天，接警后，羊范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可马某和妻子已驾
车离开。3月3日，涉事人马某和韦
某到派出所投案。鉴于违法人马某

和韦某两次截停公交车，并辱骂威
胁司乘人员，造成公交车长时间滞
留，行为非常恶劣，邢台县公安局以
寻衅滋事对违法人马某、韦某二人
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处罚。

民警表示，两名违法人为逞一
时之气，付出了代价。开车上路
一定要管好情绪，“路怒症”很危
险，拦截公交车事关众多乘客的
安危，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造成
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民警提醒
市民，开车不要斗气，要学会包容
和礼让，文明有序驾驶。
（本报记者 李博 通讯员 胡玉生）

夫妻俩持械两次截停公交车
目前，两人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本报讯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
历，驾驶汽车碾过井盖，响动声吓人
一跳；又或者不小心井盖“咬”住了
脚。今后，这样的情景在巨鹿县城
会逐渐变少。

记者从巨鹿县城管局获悉，以
解决市民出行、服务群众为出发点，
近期该局针对窨井盖问题，立足科
技创新，以该县县城黄巾大道与光
明街交叉口、黄巾大道木匠庄村口
为试点，对路面排水窨井进行了升
级改造。新的井盖具备防坠落、防
沉降、防位移、防噪音、防弹跳、防盗
等功能，有人称其为“六防”井盖。

该县城管局相关人员介绍，和
传统井盖相比，“六防”井盖暗藏了
不少力学的技术门道。传统井盖由
于受力点全在井盖上，长期碾压容
易损坏，而新型井盖使用整套铸铁
井盖放置于路面，周围用水泥灌注
压实，实现受力点向四周路面传导
和分散，有效防止了井盖下陷。井
筒内置铸铁防坠网可以有效避免人
员及车辆轮胎坠入井内，便携式开
关闭合方式同样也方便疏捞作业。

那么，防坠网能承受住人体重
量吗？在安装现场，工作人员向记
者进行了试验。只见工作人员站在

安装好的防坠网上面，双脚试着弹
跳，防坠网六个牵连点没有一处脱
落，均牢牢地“抓”在井沿上。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会更加深入地把本职工作和“三深
化三提升”结合起来，并根据道路情
况和工作计划对其它路面井盖添加
防坠网，进行整修改造，逐步解决窨
井盖影响车辆通行的问题。树立一
个切实为民服务、切实保障民生的
工作作风，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出
行环境。

（本报记者 靳普
通讯员 夏娟 王燕）

静音防盗还抗压 新型井盖现身巨鹿县城

本报讯 3月 14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网络
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科协作医院、河北省儿童
医院先心病筛查协作医院在市三院挂牌成立。两
家协作医院的挂牌，标志着市三院可以与北京儿
童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实现专家共享、临床共
享、教学共享和科研共享。通过“病人不动，医生
移动”的服务模式，让邢台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到北京、石家庄知名医院儿科专家的服务。必
将对本市儿科品牌的打造、儿童疾病救治能力的
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丽霞）

服务患者再添新举措

桥西区税务局全面加强大型市场减税降
费政策的宣传和辅导，通过市场物业向入驻
商户微信群发送减税降费相关信息，在市场
服务中心设立咨询服务站、摆放减税降费宣
传资料，并召开政策解读会进行现场解答辅
导等措施，确保纳税人对减税降费政策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 （王丽平 摄）

本报讯 3月 13日下午，市第十中学全体师
生及初三学生家长汇聚一堂，举行了“牢记责任，
力争最好”为主题的 2019 中考百日誓师大会。
整个校园燃起一股昂扬拼搏、备战中考的壮志豪
情。

该校精心谋划了此次誓师大会，设有奋进之
路、高奏凯歌、谆谆教诲、一马当先、壮志在胸、诤
诤誓言、殷殷嘱托、成功之门等多个环节。活动现
场，初三学子在领誓人的带领下，集体高呼“全力
备考，圆我梦想！拼搏百天，笑傲考场”的口号，唱
响了心中的战歌，并在心愿箱中许下自己的中考
心愿。 （马献锋 李云璞）

中考誓师燃起拼搏豪情

本报讯 为激发学生的拼搏精神，增强学子
的学习信心，3月13日，临城镇中学邀请邢台市文
联、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胡子宏作了《共筑孩子成
才之路》励志报告。

胡子宏老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结合自
己孩子的学习历程，告诉学生们要为自己设计一
个未来，激励自己刻苦努力，实现理想和梦想。他
从三个方面介绍，一是定位自己的学习目标。二
是勤奋到忘我，专注到无与伦比。三专注自己，做
好细节，永葆希望。

报告会上，与会师生、学生家长全神贯注地听
讲，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纷纷表示，一定会
刻苦勤奋学习，为自己、为父母、为学校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武彦丽 李占巧）

励志演讲筑成才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