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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骅璟热力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霍永军手章丢失，

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市襄都区土地储备中心拟收储一宗国有土地，宗地位于新兴东大街以南、羊市道以东，宗地面积2912平方米

（4.37亩），地块内新建建筑物总建筑面积697.26平方米，新建建筑物与土地一并收储。

以上范围内单位和居民使用的土地和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由邢台市襄都区人民政府实施补偿安置。为确保该范围

内土地收储合法运行，特公告如下：

一、该范围内土地上有权利主张的单位和居民，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将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交到邢台市襄都

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收齐后移交至邢台市

襄都区土地储备中心。

二、对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上补偿安置

有异议的单位和个人，请在本公告公示之日

起15日内到邢台市襄都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主张权利，逾期不向邢台市襄都区西大街街

道办事处提出异议，视为对补偿和安置无异

议，由邢台市人民政府收回该范围内的土地

使用权和注销其土地使用证。

公示期自2020年9月21日至2020年 10

月5日止。

联系单位：邢台市襄都区土地储备中心

联系地址：邢台市襄都区顺德南路巨业

大厦12层

联系电话：5250955

2020年9月21日

邢台市襄都区土地储备中心
邢台市襄都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公告

邢襄土储告字〔2020〕8号
邢台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桥

东区祝村镇北康庄村麒麟著小区16#楼2层1-3号房间，已
于2020年8月7日取得邢东新区规划建设局发放的《邢台
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中鼎·麒麟瑞2#住
宅楼及储藏间，预售房屋坐落襄都路以东、长信北街以南、
加密路以西、永兴街以北。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邢东
202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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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东新区规划建设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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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账户及账号公告如下：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睿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邢台桥西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6400720100000066408

监督咨询电话：0319-3880112
售房咨询电话：0319-5501111

邢台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通 告

一、招商项目概况
（一）招商人：邢台市任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项目概况：北章固片区位于永康街南侧、滏阳路东侧、万

率时代城小区西侧、牛尾河以北。
（三）项目土地整理成本测算为：人民币13021万元。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具有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投标单位须具有相应资金实力，本项目招商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
（五）在近三年（2017年1月1日以后）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

（六）本项目不接受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单位的投标。

三、招商文件的获取
2020年 09月 21日起至2020年 09月 25日每日上午8:30-11:

30，下午13:30-17:30，在河北乐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邢台经
济开发区永安路48号19#楼218室）发售（报名时需携带资料：详情
请致电招标代理机构）。

四、开标时间与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开标）时间2020年10月13日上午9时30分
开标地点：河北乐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河北乐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牛利云 0319-2119898

邢台市任泽区北章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招商公告

邢台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7日取得邢台市襄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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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华府项目8#楼，预售房屋坐落桥东区公
园东街、银泉大街、花园路、朝阳南街围合地块，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襄202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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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项目立了商品房预售款
监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襄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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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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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银行邢台泉南东大街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9081500000079
监督咨询电话：0319-5259809
售房咨询电话：0319-5616666

邢台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通 告

巨鹿县魔方网络会所不慎将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声 明

声 明

沙河市日清超市

不慎将公章丢失，编

码 ：1305820001719，声

明作废。

为保证辖区主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效预防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进一步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遵法守法的自觉性，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宁晋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339国道宁晋全路段实施货车靠右通行
管理。现通告如下：右侧车道为货车行驶车道，禁止占用左侧
车道行驶或连续超车；在弯道、过村段等特殊路段不得连续超
车；遇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或拥堵时，货车必须
靠右侧车道依次停车等候通行，严禁穿插、并行。违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记分。本通告自2020年9月25日实施，自2020年10月9日
对违法行为进行电子抓拍。特此公告。

宁晋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9月21日

宁晋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
G339宁晋县全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的通告

广宗县见义勇为协会不慎将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130531MJ07305715，发

证日期：2016年 12月 05日，声明作废。

声 明 经隆尧县人民政府批准在邢衡高速连接线安装非
现场执法治超称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工程，根据邢衡
高速连接线安装非现场执法治超称重设备及其附属设
施工程《招标编号：GSZB-2020-0110》工程施工，将对邢
衡高速连接线K9+300m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
通管制，施工时间：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 11月 14
日。（如至时间段内工程未完工，则封闭时间顺延至工
程完工之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
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隆尧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隆尧县大队
2020年9月7日

施工公告 施工公告
按照隆尧县行政审批局批复“隆批投资（2019）443

号文件的要求，对省道SLD6（大华线）路段进行大华线
动态计重检测卡点项目建设，将对省道SLD6（大华线）
线、K8+100m---K8+500m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
交通管制，施工时间：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11月17
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确保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2020年9月8日

沙河市柳源矿业有限公司、杨庆军、方江有、邢台县存
地沟坡底二铁矿：

根据我公司与廖秀花于2019年7月20日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公司通过河北省邢台市桥西
区人民法院2015年11月4日判决确定对你们的240万
元债权（详见2015西民二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书）依
法转让给廖秀花女士，与此债权转让相关的所有从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自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向廖
秀花女士履行全部付款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非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
销。 特此通知！

邢台市桥西区六合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南宫市卓远投资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壹仟万

元整人民币减少至贰佰万元整人民币，现予以公告。为保护

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3303099222

地址：南宫市苏村镇东小马村

邮编：055750

联系人：杨进照

南宫市卓远投资有限公司

（上接第一版）
“同学们，你们还知道哪些长征

故事，可以和习爷爷分享一下吗？”
老师话音刚落，一只只小手齐刷刷举
起来。

“半条被子”“草地夜行”“红军
鞋”“丰碑”……

“丰碑是什么故事？”总书记问。
“红军行军途中，将军看到一位

老战士冻僵了，老战士的衣服薄薄
的，将军想去找军需处长问为什么不
给他发棉衣，一个战士告诉将军，老
战士就是军需处长。将军听了向老战
士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一名男
同学站起来回答。

“讲得好！讲得好！”总书记连连
夸道。

望着孩子们稚嫩而明亮的眼睛，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红色
基因在你们身上得到了体现。革命事
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同学们要学好
革命故事，铭记在心，同时把建设现
代化的知识和本领也掌握好，努力做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你们现在
是一棵棵小树苗，将来有一天就会长
成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

离开村子时，云开日出，霞光万丈，
彩虹高悬，广场挤满了欢送的人群。

总书记对乡亲们说：“共产党人
自己有一条被子也会剪下半条给老百
姓，这绝不是口号，不是做秀，我们
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种誓言，我们
一直传承下来了。正是这样，老百姓
才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家的党、老百姓
的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不断
接受教育、接受洗礼，履行好自己的
职责，同14亿中国人民在一起、同
9000多万党员在一起，把我们国家
建设得更好，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更
加开心、更加幸福！”

问计于民

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湖南之行的
一个重点。

此前，总书记已在京主持召开了
系列座谈会，分别向企业家、民主党
派人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科学家
等广泛征求了意见和建议。这次，他
将目光转向基层干部群众代表。

“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要不断制定新的
阶段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正确
的道路往前走。正确的道路从哪里
来？从群众中来。我们要眼睛向下，
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9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长沙主持召开座谈会。村支书、乡
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
大户、货车司机、快递小哥、餐馆
店主、法律工作者……30名基层代
表齐聚一堂，10 名代表先后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同发言的每一位代表
都进行了交流。

会上，群众的安危冷暖始终牵动
着总书记的心。

去年5月，来自城步苗族自治县
的杨淑亭参加了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
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会见了他们。这次座谈会上，杨
淑亭再次见到总书记，十分激动。

“再次见面，我也很高兴，为你
自强不息的精神而钦佩！”听了杨淑
亭代表残疾人群体的发言，习近平总
书记表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必须保护好残疾人权
益，残疾人事业一定要继续推动。你
提到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问题，是一个
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我们要高度
重视。”

“95后”农民工邹彬反映，农民
工群体在落户、就业、买房、子女入
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也希望依
法根治农民工工资拖欠等老大难问
题；个体货运司机龙兵反映，高速路
服务区内经常有车辆设施设备和货物
被盗……总书记十分重视：“一个时
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一个群体有一

个群体的困难，我们要重视起来，不
断解决。”

基层的难点堵点，也是总书记的
关注点。

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副校
长盘玖仁在基层教育一线工作了近30
年，他向总书记反映偏远民族地区教
育存在的“短板”：首先是教师数量
不足，存在结构性缺编；其次是条件
艰苦，好的老师留不住。

“你反映的问题很实际。”习近平
总书记回应道，“昨天我去看了汝城
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学校里有
教学楼、宿舍和食堂，营养午餐是免
费的，孩子们很开朗，说明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基本解决了义务教育普及
化的问题，但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又
突出出来。‘十四五’时期要着力解
决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疫情期间，长沙市江汉云云餐馆
的店主刘权通过网络外卖平台为他的
小龙虾、烧烤打开了销路，但也遇到
了不少问题：外卖平台抽成高达20%
以上，而平时纯利润也就 20 多个
点；快递小哥压力太大，为赶时间无
法休息……

听了刘权的创业经历，总书记感
慨道：“开个店不容易，无论是当大
老板、小老板，付出的辛劳都是一
样，做快递小哥也不容易，要多给他
们提供一些方便。”

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
相衔接的机制、规划建设现代农业
流通体系、持之以恒抓基层治理能
力提升……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围绕

“三农”问题一口气提了三四条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一一回应：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欠发达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的
贫困问题，要全部纳入乡村振兴战略
来解决；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的
思想观念和科技素质提升，要靠有现
代化素质的农民，人才留不住是不行
的；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农村仍然
是重中之重，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

导不能削弱，“第一书记”制度要延
续下去……

“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
和无限的创造力。大家讲得很鲜活，
很符合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有
关方面认真研究吸收大家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

强国富民

湖南是农业大省，杂交水稻从这
里的实验田走向全国；湖南是制造业
大省，在工程机械领域举足轻重；同
时，以“广电湘军”“出版湘军”为
代表的文化产业长期引领风骚。

党中央对湖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寄予厚望。

9月16日下午，在沙洲村现代农
旅示范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了解
扶贫产业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

山雨初霁，枝头上结出的猕猴桃
果令人垂涎。当地干部告诉总书记，
眼前240亩猕猴桃种植园，有附近4
个村的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小额信
贷入股等形式参与其中，带动327户
贫困户每年户均增收1500元。

猕猴桃种植园对面，是一片小
黄姜。

“我们汝城的小黄姜渣子少、口
感好，是炒菜的好配料。”种植大户
张有发从地里连根拔起几株姜苗递过
来，习近平总书记拿在手里，仔细察
看，姜叶碧绿、根茎嫩黄。

张有发告诉总书记，小黄姜每亩
收益可达2万多元。“我们合作社吸
纳了11户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入股，他
们每亩地可以拿到400元流转费；平
时来地里干活，还能按天赚工钱。全
年算下来，可以给每户平均增收
8000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通过
合作社的形式搞规模经营，现在越来
越普及了。下一步，还要和市场紧紧
联系在一起。让好东西有好销路，真
正为农民带来实惠。”

在郴州看过农业，习近平总书记
又在长沙考察了装备制造业。

9月17日下午，总书记冒雨来到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创
办了21年的企业，专注于从事装备制
造主业，研发出200多种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装备产品，目
前已跻身全球工程机械企业50强和
世界挖掘机企业20强。

车间里，一片忙碌景象。从布线
布管到阀类吊装，从发动机吊装到散
热器安装，从驾驶室装配到下线检
测，总书记沿着生产线一路走下来，
不时询问具体技术细节。

室外的产品展示区，不同型号的
挖掘机械、高空作业平台、起重机械
等依次排开。“这台主要什么用途？”

“价格多少？”“销路怎么样？”总书记
问得十分详细。

秋风秋雨，气温骤降。
“今天天气虽冷，但我心里是热

乎的。”面对精神抖擞的企业员
工，习近平高兴地说，“你们企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多产品走
在了前列，你们的创新精神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创新是企业经营最重
要的品质，也是今后我们爬坡过坎
必须要做到的。”

“在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我们要构建新
发展格局，建设制造业强国，关键
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
手中，制造业也一定要抓在我们自
己手里。”

创新，不仅是湖南装备制造的硬
核力量，也给当地文创产业带来澎湃
活力。

美丽的浏阳河蜿蜒流淌，在长
沙市区画出了个大大的“V”字。这
里坐落着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创
基地——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立足于“科创+文创”，园区成立不
到3年，文创企业已超过3000家，去年
总产值超过340亿元。9月17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

运用4K技术修复的老电影《开
国大典》，已在新闻节目中启用的
人工智能手语播报，能让用户快速
上手制作节目的5G智慧电台……园
区负责人向总书记一一介绍特色文
创产品。

走进银河酷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总书记，这是十八洞村的红心
猕猴桃，现在全网已经预售了10万
单，可以为果农每人增加2000多元
的收入。这是袁隆平大米、湘西腊
肉，袁隆平大米配湘西腊肉，筷子一
拿、三碗不够。”

在一个名为“向美好出发”的网
络带货直播间，带货主播一番风趣的
介绍，引来一片笑声。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文化
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现在文化和技
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从
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既是一个迅
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
蓄水池。在‘十四五’规划中，要重
视这项产业。”

离开园区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
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
质属性。刚才我看到你们墙上挂着一
幅字‘导向金不换’，也可以引用来
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定要牢牢把握
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长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考
察了湖湘文化的重要地标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

面对热情洋溢的青年学子，总书
记饱含深情地说：“‘惟楚有材，于
斯为盛’。新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
时代。明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我们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新
征程。同学们一定要不负时代重托，
不负青春韶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长沙9月20日电）

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