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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书记为家乡扶贫产品代言

代言人名片

企业名片

信都区西黄村镇党

委书记郭彦虎，2000年

3月参加工作，2002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后任原邢台县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原

邢台县节能减排办公室

主任，原邢台县西黄村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16年3月至今任信都

区西黄村镇党委书记。

河北家和腾达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

年，并于当年通过土地流

转在西黄村镇东侯峪村山

场建设邢州蜜桃基地。该

基地共计2000余亩，目前

已发展种植蜜桃7万余棵，

达到盛果期的有2万余棵，

年产蜜桃80余万公斤，产

值 400 余万元，并注册了

“绿萌”商标。

走进信都区西黄村镇家和腾达邢
州蜜桃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水平沟
顺着山势走向延伸曲折，水平沟间成
排的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桃子挂满
枝头，等待着在秋光里最后着色、成
熟。

据西黄村镇党委书记郭彦虎介
绍，该镇地处太行浅山丘陵区，山场
瘠薄，干旱少雨。曾经多年治山难见
绿，想见效益更难。为破解浅山丘陵
区绿化断带难题，近年来，西黄村镇
结合区位特点，实施“植树造林增
绿、高效农业增收、农林项目增彩”

“三步走”工程，在全面调动群众治山
积极性和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扶持
的基础上，通过“郝氏造林法”尝试
破解丘陵区绿化断带难题，并通过合
理治山、科技增收、项目带动，以及
大户承包连片治理方式，引入社会工

商资本，高标准开发山场，使全镇生
态经济沟建设步入“快车道”，多年治
山难见绿的状况逐步得到扭转。

同时，全镇特色农业项目多头并
进，“千斤粮、万元钱”产业稳步推
进，一批特色农林基地初步形成。家
和腾达邢州蜜桃基地就是该镇破解浅
山丘陵区绿化断带难题、实施特色农
林增收的典型代表。

2014年，西黄村镇引进河北家和
腾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东侯峪村
山场进行高标准开发治理，并于2015
年开始蜜桃种植。该基地种植有邢州
蜜、中秋王、国庆王、映霜红、雪里
红、秋瞳、永连蜜、寒露蜜等多个品
种，其中以邢州蜜为主打产品。邢州
蜜采摘期在每年的9月 10日至 11月 10
日。因气候土壤适宜，光照充足，该
基地的邢州蜜桃口感脆甜，其含糖量

较山东青州蜜桃高出约4%，而且耐储
存，常温可保存一周左右，冷库可保
存1个多月。

“我们邢州蜜桃吃起来真甜。蜜桃
马上到成熟期，欢迎各位客商前来洽
谈，我们镇也将通过联系电商平台、
直播等形式帮助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打开本地市场、提高蜜桃效益。”郭彦
虎表示。

该公司负责人刘蒙蒙介绍，邢州
蜜桃主要销往山东、山西、河南等市
场，因品质佳、口感好，深受当地消
费者欢迎。今后，公司将延伸产业链
条，开发桃汁、桃脯、桃核儿等产
品，并引进五黑一绿鸡、藏香猪等独
特品种进行林下养殖，争取效益最大
化。

郭彦虎表示，河北家和腾达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的引入，不仅解决了荒
山治理难题，使曾经的“光山秃岭”
变成了“蜜桃园”，而且增加了就业岗
位，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据统计，蜜桃基地常年用工 15
人，在上水、施肥、剪枝、摘桃时又
需要用工50人左右。每年公司支付东
侯峪、西侯峪、连牛田等村村民务工
工资达60万元左右。同时，公司还带
动周边村民发展蜜桃种植，免费提供
树苗和种植技术，已发放树苗将近2万
棵，发展种植大户3户，切实带领乡亲
们共同致富。

今后，西黄村镇将以“千斤粮、
万元钱”产业发展为主线，以农业提
质增效、群众致富增收为目标，大力
发展中药材、设施大棚、特色林果、
鲈鱼养殖等高效农业、特色农业。同
时，依托交通区位优势，融合农文旅
资源，努力将西黄村镇打造成宜居、
宜业、宜游的休闲小镇、多彩小镇。

（周林 整理）

“光山秃岭”变成“蜜桃园”
——信都区西黄村镇党委书记郭彦虎为家和腾达邢州蜜桃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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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县福轩宾馆不慎将税控盘丢失，盘

号：44-66171055979，声明作废。

声 明
受委托，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定于2020年 9月22日

9:00至2020年10月12日15:00在第四产权交易平台（http:

//www.dscq.com/）采用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1辆机动

车。详情详见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邢台市产权交易中

心网、第四产权网。联系电话：0319-2686158。

2020年9月22日

资产转让公告

开元路南延项目途径七里河南侧观光道，导致南侧观
光道需要全幅断交施工。时间：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
12月31日，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交通标志，减速绕行，确
保交通安全。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路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9日

施工公告

去年冬天供暖期间，供热管

网出现了跑冒滴漏现象。为确

保今冬供热顺利进行。9月 23

日至 10月 22日，钢铁路口与团

结大街将封闭机动车道进行抢

修作业。

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邢台市热力公司

2020年9月21日

施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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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庄片区改造四至位

于任泽区老大街南侧，东至饮马河、西至圣水
路、北至小官庄社区一般农田，南至育才街，
拟通过招商方式开展棚户区改造。

（三）项目土地整理成本测算为:人民币
347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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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起至2020年 09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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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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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市任泽区小官庄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招商公告

邢台县龙宇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不慎将发

票专用章丢失，编码：1305027002331，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日报 权威媒体

全区覆盖 引领高端

以上规划摘要不能详尽之处，以该地块的规划条件或意见
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申请，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通过信用中国（河北）
（http://www.credithebei.gov.cn）、河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信息
管理系统平台（http://110.249.223.66：8099/xypjww）查询被列入黑
名单（黑标）的，欠缴土地出让价款、列入工商、税务、河北省安全
生产部门失信企业名单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取网上挂牌的方
式进行，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应于2020年9月22日至2020年10月21日通过邢台
市公共资源第四产权交易平台网（http://xtspj.dscq.com/或http://
www.dscq.com/）查阅或下载。

五、申请人应于2020年9月22日至2020年 10月21日 15时
30分前通过邢台市公共资源第四产权交易平台网上以上传扫描
件的方式提交申请（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而无法提交），提交的
申请文件为单张图片的直接上传，多张图片须添加到一个PDF文
件后上传，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其他形式
竞买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21日15时
3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将在2020年10月2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人
在完成提交报名资料、缴纳保证金并取得竞买资格后，即可登录
邢台市公共资源第四产权交易平台进行报价。

本次挂牌出让的1宗地块交纳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1、收款单位：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华大街支行
账 号：100281573979
2、收款单位：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
台八一路支行

账 号：50200101040016820
3、收款单位：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邢台银行汇通支行
账 号：8808812011000000102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

动在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邢台市泉北西
大街2868号）举行；挂牌时间为：

邢自然[2020]3号地块：2020年10月12日9
时至2020年10月23日10时（10个工作日）。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挂牌出让过程包括挂牌阶段（即

限时报价阶段）和竞价阶段（即延时报价阶段），
挂牌时间（即限时报价阶段）截止时，所有竞买

人自动进入竞价阶段，延时报价周期为300秒。
（二）本次挂牌出让土地是以现状挂牌，有意参加竞买的视

为已对现状了解。
（三）本次土地挂牌出让只通过邢台市公共资源第四产权交

易平台网上以上传扫描件的方式提交申请，不接受书面、电话、
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竞买申请。

竞买人登录邢台市公共资源第四产权交易平台（http://xtspj.
dscq.com/或http://www.dscq.com/），可获取出让文件，进行网上
提交申请、报价等操作。具体操作见《竞买人操作手册》或进入

“帮助中心”按系统注册、竞价等流程进行。第四产权客服电话：
028-85672628。

（四）邢自然[2020]3号地块挂牌起价为25630万元，增价幅度
100万元。

（五）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力线、通讯线、地下隐藏
物、埋藏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施、热力燃气设

施、铁路线、建筑垃圾等均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
移或清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六）邢自然[2020]3号地块非经营性公建设施的建设、移交
等内容严格按照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城镇新建小
区配套非经营性共建设施建设管理办法》、邢台市城市建设领导
小组关于印发《邢台市基层社区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移交管理办
法》的通知（城建【2020】6号）等文件规定执行。邢自然[2020]3号
地块具体规划要求以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
条件（或意见）为准。详细问题请咨询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电话：0319－2261061。

（七）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
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
议并全面接受，包括同意接受《挂牌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
条款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按照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河北省促
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2019〕-6）文件要
求，邢自然【2020】3号地块需按要求配建绿色建筑等级和装配式
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等。

（九）竞得人实际进场后，拒不签署《交地确认书》的，将被列
入市场信用体系“黑名单”。

（十）本公告解释权归河北省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邢台市泉北西大街

769号）
联系电话：0319-2627192
邢台市产权交易中心（邢台市泉北西大街2868号）
联系电话：0319-2686156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1日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邢自然告字[2020]3号

经邢台市人民政府批准，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