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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大宇发动机配件制

造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编码:

1305050000388、财务专用章，

编码:1305050000389 和合同专

用章及法定代表人:于浩手章丢

失，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市虎贝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丢失，编码：

1305208803438，声明作废。

河北恒产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
区郭守敬路82号19#1号办公楼二层201号，已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取得邢台市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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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路九号院(北大郭居民长期生
计用地民生项目)商业A座，预售房屋坐落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
街、文苑路、拥军街、大郭路围合区域。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信
202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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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信都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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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账户及账号公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河北恒产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邢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预售款监管账号：0710 2200 0000 0396 2237
监督咨询电话：3226178
售房咨询电话：3129999

河北恒产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1日

通 告 声 明 我单位于2022年8月12日至2022
年8月31日，在天一街东口至顺德路东
侧进行热力管道施工，施工期间天一街
由西向东方向单车道通行，顺德路至天
一街方向禁止通行，请行人和车辆尽量
避开施工路段，绕行团结路或红星街通
行。因道路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与支持，并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公告!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河北邢襄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公 告
我单位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9 月 6

日，在建设大街与胜利路交叉口进行热
力管道施工，8 月 12 月-8 月 24 日建设
大街北半幅断交施工，8月25日-9月6
日南半幅断交施工，请行人和车辆尽量
避开施工路段，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因
道路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与支
持，并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公告!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河北邢襄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公 告

声 明

桥东区张月日用品门市不慎将公章和经营者：张

月 手 章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30502MA0DUC4N90，核准日期：2019年07月16日

及在张家口银行永康街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J1310006859001，声明作废。

声 明

宁晋县北齐庄金阳光幼儿园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31305280003012，发证日

期:2017年09月01日，声明作废。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举行房产拍卖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以现状拍卖）：
1、沙河市经济开发区纬三路北侧、赵

辛线西侧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证载土地使
用权面积:41766.66平方米，起拍价723万
元，竞买保证金 200 万元，加价幅度 5000
元。

2、南和区建设大街东段路北，房产证
载建筑面积:854.6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
积：360 平方米，起拍价 300 万元，竞买保

证金100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
3、邢台市桥西区守敬南路1289号锦

江天地商业中心2号楼1至2层铺111，证
载建筑面积:797.68平方米，起拍价286万
元，竞买保证金 50 万元，加价幅度 5000
元。

二、展示时间、地点：
2022年8月22日-25日，在标的物所

在地现状展示。
三、报名及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公告日至2022年8月26日17:00时。
四、报名方法：
意向竞买人须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中

拍平台”实名注册报名，并向本公司指定
账户缴纳保证金后，联系本公司确认竞买
资格。若竞买不成，保证金在7个工作日
内如数退还（不计息）。

保证金交入账户：
户名：邢台市盛丰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中兴支行
账号：0406002609300067985
五、联系地点：
邢台市桥西区李演庄村西路。
六、联系电话：0319-2219646

邢台市盛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11 日电
《经济参考报》8月 11日刊发文章
《“找到那一粒最耐渴的高产麦
种”——河北培育推广节水小麦调
查》。文章称，河北是全国小麦主
产区之一，又是华北地下水超采较
为严重的地区，承担着压采地下
水、修复生态环境的重任。近年
来，河北大力发展节水小麦，从品
种培育入手，探索节水与高产之间
的平衡。

“我们的研究方向就是找到那
一粒最耐渴的高产麦种，实现少浇
水、多打粮的目标。”河北省小麦
育种首席专家郭进考说。他主持育
成了河北省三分之一以上高产节水
品种。其中，节水品种“马兰 1
号”最高亩产达到863.76公斤。从
育好种开始，河北省综合施策，走
出了一条稳粮节水、高质高效的小
麦产业发展之路。今年夏粮在晚
播、秋汛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依然
喜获丰收，“压舱石”作用凸显。

抓节水品种培育创新
拧紧小麦生产“水龙头”

河北是水资源短缺省份，因多
年超采，形成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
斗区。长期以来，河北的小麦种植
较为依赖灌溉水，于是有了“头水
早、二水赶、三水四水紧相连，一
直浇到麦开镰”的俗语。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王
国发说：“小麦品种决定着整个生
长周期的耗水量，抓住了节水品种
的培育创新，就从根本上拧紧了小
麦生产的‘水龙头’。”

河北作为传统小麦种植大省，
在品种选育方面有着良好基础，河
北省农科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石家
庄市农科院、邯郸市农科院等科研
单位，培养了一批长期从事节水小
麦育种的专家。

河北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郭进
考主持育成全省三分之一以上高产
节水品种，他培育的节水品种“马
兰1号”，今年夏收期间，在河北8

块新品种展示田现场实收，平均亩
产821.3公斤，最高亩产达到863.76
公斤。“马兰1号”还在山东、山西
多个示范点种植，得到当地农民的
称赞。

郭进考说：“我们的研究方向
就是找到那一粒最耐渴的高产麦
种，实现少浇水、多打粮的目标。”

河北省农科院旱作所副所长乔
文臣从事节水小麦品种选育工作已
有20多年，和同事一道育成了26
个节水系列品种。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晴天一
身汗，雨天一身泥，草帽和布鞋长
期陪伴，足迹遍布试验田间，这是
育种人的真实写照。乔文臣说：

“看麦子的时间长了，麦子就像自
己的‘孩子’。”

聚焦高产节水目标，河北制定
完善小麦品种选育、区试评价、抗
旱鉴定、品种审定、品种推介等关
键环节37项技术标准。河北省品
种审定委员会制定的小麦品种审定
标准，在全国首次将节水性状列为

“一票否决”指标。

“良法+良机”
发挥节水品种最优性能

有了好品种，必须配套良法良
机，才能将高产、节水特性发挥到
最优。为此，河北加强生产技术和
装备集成创新，着力构建以品种为
核心、良法良机相配套的技术体
系。

在河北省产粮第一大县邢台市
宁晋县的北楼下村，千亩核心示范
区的节水小麦比对照品种平均每亩
增产一百多公斤。河北省农科院粮
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贾秀领说，除
了种子好，运用“北斗导航+浅埋
滴灌”栽培技术，也为小麦的节水
节肥、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小麦播种机配套的拖拉机上
安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北斗
导航和浅埋滴灌技术相结合，使得
种子播得精细，灌溉时又节水节肥。

“安装滴灌后，庄稼能够更充

分地吸收水肥，苗更壮了。”宁晋
县沃恒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白立
欣介绍，“浅埋滴灌一亩地投资200
多元，一次铺管，可以用两季。不
用开挖垄沟，也没了田间畦埂，我
这5000亩地种出了过去5250亩地
的收成。”

这是宁晋县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的一个缩影。宁晋县农业用水量占
全县地下水开采量的大头，针对这
一现状，当地突出调整农业结构和
农业节水治理。

宁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耀辉
介绍：“全县打造了粮食绿色高产
高效核心示范区30万亩，应用了
固定立杆式喷灌、地埋伸缩式喷
灌、微喷带式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
设备，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
率。”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
李联习说：“针对小麦播种、出苗
分蘖、越冬返青等12个关键环节，
我们集成配套秸秆还田、深松整
地、精细播种等 45 项生产技术，
制定120多项操作规程。全国首创

‘亏缺灌溉、限水栽培’种植模
式，播后镇压、深松整地、‘一喷
三防’等技术全国领先。”

“速度调慢点，高度再低点，
这样‘飞防’效果更好。”在唐鑫
的操作下，直升机底部的喷头喷出
药雾，洒落到麦田上。这是小麦进
入灌浆期，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利
用植保直升机开展统防统治的一
幕。

唐鑫是一名植保直升机飞行
员。他介绍，这款直升机一次可搭
载700公斤农药，在麦田上空10米
左右高度喷洒，每10分钟左右起降
一次补充药液，一个起降架次可喷
洒2000亩农田，每亩用药是人工
喷洒的三分之一。施药时气流吹开
麦苗，有效减少防治死角。

好粮卖好价
稳粮又增收

6 月中旬，记者在河北省邯

郸市大名县采访时，看到五得利
面粉集团大名有限公司的收储仓
前一片忙碌，一辆辆卖粮运输车
排起长龙，快速智能检测、称重
卸车……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
对农民的粮食敞开收购，确保农
户卖粮无忧。

素有“冀南粮仓”之称的大名
县是国家优质专用小麦生产示范
区、主产区，也是我国最适宜种植
优质强筋小麦的地区之一。当地小
麦种植面积83.3万亩，其中优质麦
60万亩，年产近41万吨。

大名县农业农 村 局 局 长 陈
庆田说，大名县以优质小麦种
植基地为基础，以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为载体，形成“龙头带
基地，基地连农户，产加销一
体化”的格局。

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祥农合
作社今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这600亩小麦全部是优质强筋品
种，我们与今麦郎公司签了回收
合 同 。”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武 军 祥
说，“产量不错，还能卖出好价
钱，公司以每斤高出市场价0.1元
的价格收购。”

隆尧县是全国知名的方便面生
产基地，今麦郎集团是县域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今麦郎每
年跟我们签订合同，由企业统一供
种、统一管理、统一回收，收购价
格比普通小麦高。”武军祥说，销
路有保障，种地更踏实。

这正是河北支持龙头企业打
造大型加工集团、延长产业链的
缩影。目前，五得利面粉、金沙
河挂面、今麦郎方便面在同行业
中拥有较强竞争力，3 家企业年
加工小麦量相当于河北小麦总产
量的两倍以上。

“目前，各地着眼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坚持市场导向，
瞄准消费需求，着力构建以龙头企
业为引领、订单生产为纽带、一二
三产业融合互促的现代产业发展格
局。”王国发说。

（记者李凤双 范世辉 白明
山 郭雅茹 赵鸿宇 杜一方）

“找到那一粒最耐渴的高产麦种”
——河北培育推广节水小麦调查

8月3日，市开发区举
办了以“唯爱七夕 浪漫分
类”为主题的垃圾分类趣味
游戏活动，单身男女、情侣
等通过参与垃圾分类游戏等
方式加深认识，并学习垃圾
分类知识，提高环保意识。

（李伟华 摄）

8月5日，南和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老师指导学员练
习舞蹈。

暑假期间，南和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推出“乐享暑期
嘉年华”系列公益课堂，免
费为当地中小学生开设舞
蹈、绘画等特色课程，丰富
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邱洪生 摄）

8月11日，在2022世界5G
大会展厅里，参展商介绍5G网
络支持下的5G智慧石化平台。

2022世界5G大会日前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启幕。大会展厅
汇聚了世界5G发展最新成果。
这些创新应用正在工业、能源、
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行业发
挥赋能效应，改变人们的生产与
生活方式。

据统计，我国5G网络基站
数量达185.4万个，终端用户超
过4.5亿户，均占全球60%以上。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5G 大会上
看创新应用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11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巩固义务教育阶
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教育部部署开
展了持续三个月的“回头看”工作，
现已顺利完成。各地累计排查培训机
构17.2万个（含已关停的机构复查及
非学科类机构涉嫌开展学科类培训排
查）、培训材料24.3万份、从业人员
40.5万人。

据了解，各地围绕机构压减、
“营转非”、培训收费、学科类隐形变
异、培训材料和人员管理、监管信息
化、风险防范七个方面进行全面排查
整改，排查中发现问题机构 4614

个，目前整改完成率达 100%。其
中，在培训收费监管方面，累计排查
发现未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机构 206
个，超政府指导价收费82万元，已
全部完成整改并全额退回超收培训
费。在隐形变异治理方面，累计排查
发现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
3598个，“一对一”等个人违规开展
培训1572人次 （涉及中小学在职教
师15人），已全部完成整改或处理。

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完善校外培
训监管长效机制。紧盯寒暑假等关键
节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持续保持
高压态势，坚决防止违法违规培训出
现反弹。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治理
“回头看”累计排查培训机构17.2万个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戴小河 高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1 日发布数据显示，7 月我国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到 245.5 万辆和 242
万辆，同比增长31.5%和 29.7%。其
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61.7
万 辆 和 59.3 万 辆 ， 同 比 均 增 长
120%。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
在一系列政策提振下，8月汽车市场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随着9月
汽车市场传统黄金消费季的到来，乘
用车产销量有望快速增长，为全年稳
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7月，我
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457.1 万辆和
1447.7万辆，产量同比增长0.8%，销
量同比下降2%。其中，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 327.9 万辆和 319.4 万
辆，同比均增长120%。

7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保持稳步增长

中蒙最大陆路口岸今年首批进口粮食入境

记者从二连海关了解到，10日，来自蒙古国的3批195吨油菜籽搭乘
专列由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二连浩特口岸首批进口的粮食，
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已有序恢复粮食进口业务。

日本连续三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全球最多

日本近期新冠疫情形势严峻，10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刷新疫情暴发
以来最高纪录，首次超过25万例，死亡和重症病例也急剧增加。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显示，日本单周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三周全球最多。

逾70名学者呼吁美国政府归还阿富汗央行资产

70多名经济学家及其他领域学者10日致信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财政
部长耶伦，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全额归还被美冻结的约70亿美元阿富汗中
央银行外汇资产。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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