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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南宫市浩阔皮毛制品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

编码：1305818006386和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宫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1321001291101，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志银茂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机构信

用代码证丢失，代码：G1013050100212290S，声明

作废。

尊敬的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邢

台园区）业主：

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邢台

园区）3#楼整体于2019年 6月 30

日正式交房。但由于本次交房企

业入驻户数较多，为避免您因长

时间排队而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此次交房将分批次办理交付。具

体办理交房手续时间将电话通

知，请保障电话畅通。请业主本

人携带相关证件：企业营业执照，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招商定制合

同、协议，收据及应缴纳相关费用

（若委托办理的应递交委托人授

权书、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前来新

华金融大厦招商中心办理，敬请

广大业主互相转告，如您有电话

变更请及时与招商中心联系！

特此通知

电话：（0319）5550123/1234

邢台河工科技园有限公司

交
房
通
知

根据我县教育工作需要，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邢台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

办法》，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山区中小学、

幼教教师160名。

招聘事宜详见邢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xtxzf.gov.cn）和邢台县人力资源网（http//www.

xtxrsj.com）。

邢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6月28日

邢台县2019年公开招聘
山区中小学、幼教教师

公 告
熙园小区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

近日，邢台市卓恒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向我局提交了《邢台市卓恒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修改“熙园”项目
一期住宅面积和楼层的申请》收悉。申
报房产预测绘过程中，发现规划报批的1
号楼建筑面积核算错误。为理顺后续手
续的办理，拟进行以下变更:

1、由于设计单位计算错误，导致1号
楼报建面积多报1775.54平方米。

2、保证建设工程许可证证载面积不
变，对2#楼户型进行变更，2#楼25层局部
26层变更为21层，两梯四户变更为两梯
五户。2#楼户数由90户变更为100户。
建 筑 面 积 由 11408.99 平 方 米 变 更 为
9633.45平方米，减少建筑面积1775.54平
方米。

3、保障房面积为4383平方米，分别

设置在2#楼与5#楼。2#楼设置44户保
障房，建筑面积为2517.68平方米。现变
更为48户保障房，面积调整为2518.53平
方米。

经审查，变更后容积率、建筑面积均
不变。满足规划指标相关要求（以上变
更详见附图）。

依据《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规定，
特此告知。你可以自公示告知书公示之
日起10日内（自2019年6月28日起），持
有效身份证明向本机关陈述你对该项行
政许可事项的书面意见，并可以提出听
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你放弃上
述权利。

特此告知。
联系电话: 2261056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27日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自然技字(2019) 第375号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告知书

声 明

南宫市金硕果蔬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慎将税盘丢失，税盘

号 ：499943511750，声

明作废。

广宗县职教中心

获市第二届青少年才艺大赛两项一等奖
近日，在共青团邢台市委、邢台市教

育局联合举办的邢台市第二届“永康杯”

青少年才艺大赛颁奖晚会上，广宗县职

教中心学生荣获武术团体组一等奖和舞

蹈团体青少年组一等奖。

经过初赛、决赛环节，历时两个多

月，广宗县职教中心参赛学生在近3千名

选手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表演的

武术《中华武魂》身形矫健、动作敏捷、刚

柔并济、威武雄壮，体现了中华儿女不屈

不挠、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荣获武术团体组一等奖。舞蹈《勇士的

歌舞》遒劲有力、气势恢宏、舞姿优美、震

撼心灵，表达了藏族人民纯朴善良、勤劳

勇敢、载歌载舞歌颂新时代、歌颂共产

党、歌颂民族大团结的喜悦心情，荣获舞

蹈团体青少年组一等奖。

（张尧 赵景清）

6月 26日，南和县职教中心中
专部期末汇报演出在学校多功能厅
隆重举行。中专部全体师生和学生
家长参加了演出活动。

同学们通过手工、舞蹈、礼仪、
钢琴、古筝、小品、合唱、朗诵、童话
剧等各种形式在舞台上展现了本
学期所学内容。此次期末汇报演
出，不仅发掘了学生的潜力，发挥
了学生个性特长，更有利于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
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家长们
纷纷表示，孩子们的可喜变化来之
不易，好的成绩需要再巩固。家长
们愿意继续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
学校工作，密切配合中专部的教
育教学改革，主动与班主任老师
进行沟通交流，为教育好孩子而共
同努力。

（张尧 刘常兴）

6月25日，全国第四届“教育·
出版·互联”高峰论坛召开。在该论
坛上，桥西四中校长刘云波获评全
国“书香校园领读人”称号。

刘云波长期致力于阅读，他编
著出版了《邢襄印记——邢台历史

文化简明读本》，填补了我市乡土历
史教材的空白；组织了《书香致远，
德润邢襄》读书活动，把邢襄诗文
巧妙地融入读书活动，使学生将诵
国学经典、读邢襄美文、爱家乡美
景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了融读书

活动于学校德育工作之中，总结出
德育的新途径；组织实施了《以国
学经典诵读为载体，创新德育新思
路》项目，荣获2017年度邢台市中
小学德育工作创新案例二等奖；参
与践行了邢台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立项课题《诵读国学经典
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探索与
研究》。2018年 12月，刘云波被市
委宣传部授予邢台市“十大读书状
元”荣誉称号。

（张尧）

桥西四中校长

刘云波获全国“书香校园领读人”称号

近日，市第十二中学首
届“校园足球节”开幕。市十
二中是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
地。作为足球特色学校，校
长王进良希望同学们发扬
顽强拼搏、团结合作的足球
精神，在提高运动水平的同
时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
乐。初二年级分别进行了小

兔蹦蹦、越战越勇、穿越火
线、横扫千军四个趣味性强
的对抗比赛项目。裁判员、
运动员同心协力在绿茵场
上体验足球运动的乐趣。啦
啦队呐喊、助威的热情一浪
高过一浪，加油声此起彼
伏。“竞争与合作同在，汗水
与欢笑齐飞”，将足球和谐

运动理念完美展现。市十二
中将足球文化作为学校足
球发展的基点，发挥足球的
育人功能，以足球魅力践行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校
训，用特色文化引领、激励
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提升
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张尧 郭倩 乔红霞）

市十二中

首届“校园足球节”开幕 南和县职教中心中专部

举行期末汇报演出

市二十三中党员教师

踏寻红色足迹重读红旗渠精神
6月23日，市第二十三中

学全体党员教师在党总支书
记张建新的带领下赴“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旗渠
参观学习。

全体党员通过参观学习，
踏寻红色足迹，对红旗渠精

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
受，党员在思想上经历了一
次洗礼，心灵受到一次震撼。
老师们表示，要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运用
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时刻

用红旗渠精神激励自己，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立足本职，
爱岗敬业，推动学校和部门
各项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
用优异成绩向党的98周年华
诞献礼。

（张尧 郑利民）

6 月 25 日，由邢台县 60 余名
校长组成的教育考察团到市二十
四中观摩交流。考察团听取了市
二十四中关于迎接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评价工作的经验介绍；并就
该校管理理念、育人模式、教学管

理、素质教育及书香校园等办学
品牌进行观摩交流。大家表示，今
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促进
资源共享，携手推动两地教育高
质量发展。

(张尧 张荣强）

市二十四中

加强合作交流 促进资源共享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
年，进一步激发党组织活力，增强
广大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掀起
党员创先争优的新热潮，近日，市

十中开展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为 主 题 的“ 七 个
一”活动。

一 是 开 展 重
温入党誓词活动，
党员通过重温入
党时的庄严承诺
和奋斗追求，增强
党性意识，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发挥
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二是
开展评选优秀党

员与共产党员先锋岗活动，对工作
成绩突出的党员教师和先进集体
进行表彰，大力培树先进典型，引

领带动教师队伍整体专业水平提
高。三是狠抓师德师风建设，每月
举办师德大讲堂，将师德大讲堂纳
入本校教师全员培训项目，并建立
长效机制。学校把师德师风建设
作为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抓手，大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
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引导广
大党员教师争做“四有”教师，努力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爱
岗敬业的教师队伍，为学校快速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四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党员教师
认真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
史使命不懈奋斗。五是组织全体
党员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进行大讨论，积极建
言献策，群策群力共谋学校发展。
六是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
党员教师走上街头，在交通高峰时
段，担任文明交通义务督导员，协
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贡献力量。七是以党课
的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史，重
温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辉
煌历史，激励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
位创先争优，以良好的工作业绩向
党的生日献礼。

（马献锋）

市十中

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暑期将至，溺水、交通、气象自然
灾害等安全问题进入易发多发期，为
确保学生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
假，市教育局提醒学生和家长注意以
下事项：

1、游泳溺水。牢记“六不”：不私
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
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
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
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规
则，不在公路上跑闹、玩耍。横穿公
路要走斑马线，不得随意横穿。不乘
坐无牌、无证、超员、超速等安全无保
障的车辆。遵守公共秩序，排队等
车，车未停稳不得靠近车辆，上下车
时不得拥挤。乘坐摩托车要按规定
戴安全头盔。

3、旅游外出。外出旅游或走亲
访友，万一迷路不要惊慌，要待在原
地等候父母回找或及时拨打 110，请

求警察帮助。远离易发生山洪、雷
击、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危险地区。
观看比赛、演出或电影时，排队出入，
不可拥挤。

4、用电安全。要在家长的指导
下逐步学会使用普通的家用电器。
不要乱动电线、灯头、插座等。不在
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

5、消防安全。不准玩火，不得携
带火种。小心、安全使用煤气、液化
气灶具等。发现火灾及时拨打 119，
不得逞能上前扑火。睡觉前要检查
煤气阀门是否关好，防止煤气中毒。
不得玩易燃易爆物品和有腐蚀性的
化学药品。

6、饮食卫生。自觉养成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购
买有包装的食品时，要看清商标、生
产日期、保质期等，“三无”食品、过期
食品一定不要购买食用。生吃瓜果
要注意洗干净后才可食用，不吃腐
烂、变质的瓜果。

暑期学生安全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