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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声明
王晓莉名下机动车冀

ECK728， 车辆型号： 宗申
ZS125T-2， 车辆识别代号：
LZSTCJPB425477861， 发动
机号：22A00377。 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
解体， 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
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
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 明
冀 ELA444 号小型机动

车已在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
声明因登记证书丢失作废。

机动车所有人：刘德海

声 明
内丘县保障性住房投资

有限公司不慎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 注册号：
130523000004708��� 1/2，核准
日期：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
日，声明作废。

声 明
冀 ENG996 号小型机动

车已在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
声明因号牌、行驶证、登记证
书丢失作废。

机动车所有人：张民强

声 明
邢台市桥东区黄家园滨

河公寓 3 号楼 1 单元 151 号
房主豆建芳不慎将邢台市滨
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维修基金收据丢失， 号码：
0009453，金额：叁仟零伍拾陆
元叁角整，开具日期：2004 年
2 月 2 日，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武兵虎名下机动车冀

E9C262，车辆型号：WH100，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
LWBPCG10179017558，发动
机号：07M03243。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
解体， 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
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
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 明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毕业生李晓飞，男，于 2002 年
9 月入学，2005 年 7 月毕业，
学制三年， 中西医结合专业，
不慎将毕业证丢失， 证书编
号：20050508010847， 声明作
废。

声 明
邢台嘉明危货运输有限

公 司 不 慎 将 车 牌 号 ： 冀
ED0928 的营运证丢失，证号：
501403548，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嘉明危货运输有限

公司不慎将车牌号：冀 E7T76
挂的营运证丢失， 证号：
501403572，声明作废。

声 明
孔岭不慎将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失，证
号：1305250020304000809，声
明作废。

声 明
桥东区伊光五金门市不

慎将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证
号 ： 冀 邢 国 税 桥 东 字
13293119780808392601 号，声
明作废。

声 明
巨鹿县计生局医院不慎

将 编 号
J130113616-130113617 出 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李邦杰、刘新建不慎将儿

子李之鹏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出生证编号：I130696769，
声明作废。

声 明
沙河市昌茂化工原料经

销有限公司不慎将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丢 失 ， 代 码 ：
G1013058200041920V， 声明
作废。

灭失声明
武兵虎名下机动车冀

E1C781， 车 辆 型 号 ：
BJ800ZH-4，车辆识别代号：
LKBCRHCC05Y020985， 发
动机号：512613030W。由于本
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
相关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
自行解体， 由此产生的一切
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
担，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证、牌照已丢失，公告作
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武兵虎名下机动车冀

ECN997， 车 辆 型 号 ：
LX110ZH-2，车辆识别代号：
LLCLHN20030800790， 发动
机号：138344643。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
解体， 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
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
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王浩勇名下机动车冀

E3C999， 车辆型号： 劲隆
KK125T-G，车辆识别代号：
LKNTCJ1H84A002090，发动
机号：04303870。 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
解体， 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
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
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 明
冀 E53517 号小型机动车

已在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声
明因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
丢失作废。

机动车所有人：谢胜彬

600余志愿者共植“青年林”
本报讯 （记者杜烁） 3 月 11 日

上午， 团市委组织开展以“青春绿
色行动 共建美丽邢台” 为主题的
植树示范活动。 来自市直机关、 高
校、 企业、 爱心组织的 600 余青年

志愿者共同栽植“青年林“， 为我
市增添新绿。

当天上午， 在我市邢汾高速南
侧植树现场， 大家集合领树苗后，
马上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植树活动中

去。 挥锹、 挖坑、 放苗、 扶树、 培
土……大家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不
时互相交流植树经验。 经过一上午
的劳动， 共栽下法桐树苗 12000
棵。

团市委向各级团组织发出号召，
要以植树节为关键节点， 组织广大
团员青年建设“青年林”， 营造出爱
绿、 造绿、 护绿的浓厚氛围， 为建
设“三个邢台” 贡献力量。

南宫
本报讯 （许文 凤博） 日前，

南宫市确定今年完成造林绿化 1.16
万亩， 植树 76 万株， 实现森林覆
盖率净增 0.9%。

据悉， 今年南宫市坚持政府引
导、 财政补贴、 统一指导、 分乡实
施的原则， 重点实施村庄绿化、 河
渠绿化、 田路分家及农田林网、 以
及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建设四大绿
化工程。

市直 109 家部门公布收支预算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刘瑞）

3 月 9 日起， 我市市民登录市政府网
站“中国邢台”， 点击“邢台市市级财
政预决算公开专栏”， 可查询市直 109
家财政预算部门公布的 2015 年收支预
算， 监督除涉密信息外的预算事项。

据悉， 市直预算部门的全部收支
预决算将全部公开。 记者发现， 部门
预算公开内容包括部门预算支出 （功
能分类） 明细、 部门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 明细和部门“三公” 经费

预算。 市民将能看到政府支出中， 多
少钱用于发工资、 多少钱用于办教育，
多少钱用于发展科技等。

新 《预算法》 于 1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 今后， 部门预算公开时间将严
格按照预算法要求， 在法定时限内及
时公开。 经本级人大批准的预算及报
表将在批准后 20 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
部门向社会公开；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
门批复的预算及报表， 将在批复后 20
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

市地税局软件运维“110”模式获赞
本报讯 （记者高伊凡 通讯员

赵彦辉 谢晓英） 记者从 3 月 11 日在
邢召开的省地税系统信息化工作会上
了解到， 市地税局软件运维“110” 模
式得到肯定。

会上， 市地税局向各地地税局介
绍了软件运维“110” 工作模式。 市地
税局针对管理一线信息应用能力不强、
信息技术服务不到位等实际问题， 借

鉴公安系统“110” 快速反应机制， 整
合内部资源， 在全国率先创建了软件
运维“110” 工作模式。 该模式创建以
来， 累计解决软件问题 135 个， 排除
故障 36 次， 保障税收系统平稳运行。
与会的省地税局领导认为， 这种运维
模式带动了多部门参与， 有效上下联
动， 解决了信息系统运维最后一公里
的难题， 成效显著。

刘金生： 40年照料 4位瘫痪亲人
本报记者 杨永丽
通 讯 员 王平群

一天三顿给二老喂饭、 每天清
晨帮智障内弟穿衣、 给患脑血栓的
妻子翻身……40 年来， 他相继照料
4 位瘫痪在床的亲人， 以一位农村
汉子质朴的情怀撑起两个特殊家庭，
用大爱诠释人间真情。

他叫刘金生， 73 岁， 桥东区豫
让桥办事处北小吕村人。 昨日， 记
者来到他的家， 三间不大的房间内，
陈设着一些简单的家具。 高高瘦瘦
的刘金生正给瘫痪在床的老伴赵米
果喂饭， 一勺一勺的米糊青菜粥喂
下去， 老伴露出幸福的微笑。

照料的间隙， 刘金生打开了话
匣子。 1962 年， 他与米果结婚， 当
时岳父岳母常年有病， 内弟还是个
智障人， 勉强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
劳动。 然而， 这样一个家庭却连遭
不幸。 1974 年 11 月， 岳母孟多余身
患肺结核等多种疾病， 瘫痪在床上。
时隔不久， 岳父双腿又遭重创， 生
活也不能自理了。 而此时刘金生育
有 4 个子女， 生活十分拮据。 但这
并不能动摇他对二老的孝心。 从那
时起， 他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岳父母
的重任。 吃喝拉撒、 请医拿药， 都
是他跑前跑后。 老人胃寒， 就买来
红糖， 给老人冲水喝。 家里有好吃
的， 总是让老人先吃。 每顿饭的第

一碗， 总是先端给两位老人。 日久
天长， 两位老人逢人就说“我们这
个女婿， 给座金山也不换！”

1991 年， 岳父母先后去世。 刚
想松一口气的刘金生， 不料妻子又
因脑血栓引发多种病症瘫痪在床。
患病初期， 由于妻子张不开嘴， 喂
饭时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咳嗽、 气
喘等症状， 急得他满头大汗。 后来，
他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 让妻子用
哑语手势和他交流： 伸出食指一晃，
饭菜凉了； 伸出中指一晃， 饭菜烫
了……这样一顿饭喂下来， 要用上
两三个钟头， 可他从不嫌厌烦。

屋漏偏遇连阴雨。 2011 年， 平
时连袜子都不会穿的智障内弟赵米

粒又突患脑出血， 虽经治疗， 但出
院后也留下了后遗症， 手脚失去知
觉， 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刘金生只
好每天先将妻子安置妥当， 再转过
身照料内弟， 打水、 洗漱……一忙
就是多半天。 但每天不管多累， 他
都要看着他俩睡下后自己才休息。
时间一长， 刘金生患上了结肠炎，
但他咬牙坚持。 他说： “他们还需
要我， 我不能倒下。”

日复一日， 乡亲们都被他的善
行所感动， 都说他为这个家付出的
太多了。 也有人劝他把他们送入敬
老院， 但刘金生摆摆手说： “在这
个世界上， 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
会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他们。”

远离非法集资 脚踏实地致富

① 3 月 9 日， 园林工人在冶
金路栽植金叶女贞。 连日来， 市
城管局园林部门在城区多条路段
栽植、 补植苗木， 栽植工作将在

“五一” 前全部完成。
（杨晓丽 摄）

② 临西县田庄竹柳种植基地
的工人正在整理打捆运往外地的苗
木。 目前， 苗木种植业已成为临西
农民增收的又一新型特色产业。 全
县拥有苗木种植大户 50 多个， 年
均促进农民增收近 80 多万元。

（张玉坤 摄）

③ 天气渐暖， 南和县采取
漫灌慢浇法对城区绿化树木实施
春季灌溉， 浇足浇透确保树木返
青。

（侯少娜 赵秋芳 摄）

④ 随着气温升高， 植物病虫
害逐渐发生， 市城管局园林部门组
织绿化工人对当前正值发生期的介
壳虫进行物理防治， 在树干上进行
缠膜处理， 截断介壳虫向上攀爬的
通道， 防止虫害扩展蔓延。

（张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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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上接第一版）
在乡亲们看来， 李力真端的是铁

饭碗，吃喝不愁，可偏偏“染上了种树
瘾”。 2005年，他先后在两个邻村承包
了土地 400 多亩， 使集中种树土地达
到 700多亩。2008年开始，李力真将目
光投向了乡级公路、河堤以及干渠沟的
两侧， 分别承包了隆尧县大张庄乡、千
户营乡境内的旧澧河、海河、泜河三条
河道二条干渠沟和乡级公路，植树全长
55公里。之后，他又承包了隆尧至宁晋
段公路 20多公里，折合近万亩。

李力真植树，李力真爱树，并很快
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理论。 植树不护
难成林。李力真介绍，他承包的种树区
域多为河滩、干沟、道路旁边，种下树

后，不认真管护很容易被破坏。天旱的
时候得组织人员给刚种的树浇水，冬
天得把树下边的干草清理掉防止发生
火灾，平时得有人巡逻防止人为破坏。

“种树，护养不好等于白种，经我管护
的树成活率在 90%以上。 ”说到这里，
李力真充满了自豪。

李力真每天都要开车到各种树点
转一圈，看看树木长势如何。他还成立
了护林队，24 小时巡逻值班， 发现放
羊、 着火、 人为损坏等情况就及时报
告。小问题找乡村干部协调解决，大问
题找派出所。

十几年来， 李力真植树总投资千
万余元， 巨大的资金缺口靠的是亲戚
朋友的挪借。“就是高息借款，也要继

续植树。 ”李力真说，2010 年春植树规
模最大，眼看着最佳植树季节到来，李
力真瞒着家人和朋友借了 100 万元，
一年后，仅利息就还了 30 万元。

“就凭这，李力真的梦准能成”
从各家地头到河岸、 干渠， 一条

条，一片片，隆尧的荒滩、河岸、干渠，
一个接一个绿了起来。

“别看文化不高， 植树的事咱能吃
透。 ”李力真算过一笔经济账，全县人口
50万，每人每年栽 1棵树，就是 50万棵
树，十年就是500万棵。如果 10年后每棵
树卖 200元，全县可净增收入 10亿元。

他还请专家算过一笔账， 以一棵树
50年树龄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为 18万

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的价值为
4万元，涵养水源价值为 20万元，还有增
加土壤肥力、产生蛋白质等，不算木材、果
实本身价值，共创造价值 180万元。

账面价值好算， 可投资林业是一
项投入大、见效慢的行业，即使是种植
速生杨树， 要达到能见效益最少也需
要十年时间。这些年来，为了能把树种
好，李力真一家人省吃俭用。他告诉记
者， 最困难的时候他和爱人一个星期
只吃了两块钱的菠菜。

“就凭这痴劲， 李力真的梦准能
成。 ”如今，乡亲们冷眼相对的目光已
逐渐变为认可、欣赏，不少人主动要求
加入造林队伍。目前，李力真的造林队
从独自一人发展到了近百人。

内丘
本报讯（石晓鹏 翟丽）内丘县

今年重点实施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
浅山丘陵区绿化、村庄绿化、县城增
绿、“南北大道”两侧绿化带建设 5项
造林绿化工程，以山区生态经济沟建
设为重点，年内完成造林绿化 5.9 万
亩、义务植树 65 万株，实现森林覆
盖率净增 1.4个百分点以上。

邢台县春耕备播忙
本报讯 （陈欣） 随着气温逐步回

升， 邢台县春耕备播工作逐步展开。
全县春耕备播农用生产资料货源充足，
其中化肥 1.78 万吨， 农药 803 吨， 农
膜 155 吨， 种子 800 吨。

针对今年小麦返青提前的情况，
县农业局派出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农
户， 开展针对性的技术咨询活动，
指导农民科学春管。 同时， 组织人
员重点针对苗情、 墒情、 病虫草害、
灾情等四情进行调查， 对不同区域

小麦长势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指导服
务， 研究制定田间管理技术意见 ，
动员群众开春后及时施肥浇水， 促
使苗情尽快转化升级。 截至目前，
共举办农民培训会 340 场次， 培训
农民达 1.2 万人次。 同时， 为确保农
民用上放心农资， 相关部门对全县
农资经营情况进行检查， 重点检查
生产、 销售、 使用五种高毒农药行
为及销售假冒伪劣农资现象， 进一
步规范了农资市场。

田间地头来了农技服务队
本报记者 杨永丽 通讯员 王乐

3 月 11 日上午， 一辆农技流动服
务车开进南和县南高张村的田间地头，
车身上两行蓝色大字： “有事您说话，
服务到您家。” 车刚停稳， 南和县水利
局技术人员王社强和两个小伙儿就拿
着工具跳下车。

“现在正是春耕春灌的紧要关头，
大家伙儿正急着用水呢， 偏偏泵机坏
了， ‘嗡嗡’ 地响， 就是不出水， 还
好村里公开栏里有你们的电话。” 一边
描述着泵机的“病情”， 包村干部王娟
一边将王社强他们领到了机井旁。

“别急， 我们每天都在各村开展流
动服务， 巡查排灌设施和线路。 发现
问题， 会及时解决。” 边说着， 王社强
边蹲下身进行认真检修。

“泵壳没有问题， 线也没有接
错……” 地头上， 王社强不时扳动叶
轮查看， 又仔细检查了泵机其他的零
件， “哦， 原来是轴承坏了， 需要换
轴承。” 蹲在地上， 他指着一处零件让
周围的村民看。

找到“病因” 后， 他拿出工具，
开始麻利地更换零件， 几分钟后问题

解决了。 一合闸， 随着泵机“轰轰”
的转动声， 清澈的井水不断涌出。 看
着白花花的水流， 围观的村民都咧嘴
笑了。

“农时可不能耽误， 有啥困难， 尽
管打电话， 能帮点儿啥就帮啥。” 王社
强边收拾工具， 边顺手递给群众一张
小卡片。 随后， 他和队员们又随着村
民来到村里另外 3 处机井旁， 查看设
备、 检修线路、 更换配件……一个多
小时后， 南高张村的机井已全部检查
完毕。 “有啥事， 流动服务小分队随
叫随到， 那叫一个方便。” 村民高春礼
告诉记者， 由于服务及时， 他们都称
小分队为农技“保姆”。

春管期间， 为保证群众及时浇上
“返青水”， 解决群众管理方面的难题，
南和县组织水利、 电力、 农业等涉农
部门， 联合成立了“农技流动服务
队”， 对 8 个乡镇实行分片负责， 每个
小分队各由一名水利、 电力、 农业技
术员组成， 随时解决群众生产管理难
题。 新年过后， 这支活跃在田间地头
的“农技流动服务队” 已帮助群众更
换电力用线近万米， 检修水泵、 电表
800 多件， 免费更换零部件 100 多件。

沈小平到威县调研
（上接第一版）成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
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要以推进农业
现代化为目标， 高起点、 高标准地
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 要充分
发挥好园区管委会的作用， 用现代
农业和园区经济的理念抓好农业，

做好规模发展和集约化经营。 要继
续探索新型融资模式、 经营模式 ，
增加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提升农
业整体竞争力。 在发展中要做好科
技支撑、 体制机制、 三产融合等一
系列的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