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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王越猛，男，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临床医学系 2016 级临床 8 班学生，学
号:201601010108078,学生证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桥西区润罡茶行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注册号 130104694033061，发证日期
2014年 12月 21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石家庄中洲工控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注册号：91130185MA086D774F）经股
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杜琦（负责人）、杜拥军、于
佳娜，请债权人公告发布之日起 45天内本
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裕华区恒瑜珠宝商行营业执照正本
（130108663191770， 发证日期 2016 年 6
月 22 日 ) 及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13010619811210212401)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声明：裕华区嗨虾酷饭店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 注册号 130108663097925， 发证日期
2015年 4月 21日，声明作废。

声 明 ： 本 人 安 莉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7112193421）购买西美五洲天地
14-2-202 房不慎将税费收据丢失 31856
元，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纠纷与石家庄
市西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声明 ：*** (经营者贾建友， 注册号
130183600184192， 发照日期 2013 年 6
月 5日）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 石家庄市长安区亚强五金产品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130103600399997，声明作废。
更正： 石家庄市康益达大药房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8 日在《燕赵都市报》30 版
刊登的注销公告中，补充内容如下：清算
组地址: 石家庄桥东区健康路华平胡同
16号，清算组负责人为：李英，联系电话：
18630088385

声明：石家庄中天智成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丢失，
特此声明。

贺建国：
关于崔建军与石家庄世纪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建国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本院拟对被执行人贺建国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 278 号 5-2-203 号房
产（石房权证新字第 335014242号）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冀 0104 执
218号之一拍卖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勘验现场通知及通知领取评估报告的时
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5 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九点半到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地址：石家庄市新石北
路 166号审判楼 116室，联系电话：0311-83867049）选取评估机构；于公告期满次日起
第 10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十时到标的物所在地对拟评估标的物进行现场勘验；于
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35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九时到本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评估
报告异议期为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提出， 未到场及逾期来提异议，
将被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声明：***，经营者:周建辉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 注册号 130123600074180，发
证日期 2015年 1月 15日，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电话：0311-85886555��85815289

声明：河北弘谷金信典当有限公司石家
庄桥西分公司公章以及法人手章丢失，
声明作废。

声明：石家庄市栾城区东许营村东龙府邸
小区 1-5-1203，业主：王浩 身份证号码：
140311198806143653， 因不慎将购房合同
以及购房收据（收据编号：0005337，购房
总金额共计 262259 元人民币）原件丢失，
现声明作废。

声明： 新乐市鑫丰花生专业合作社， 注册
号:130184NA000009X， 发照日期 2007 年 9
月 17日,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辛集市鸿帮布料经销处，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130181600065789，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石家庄市林辰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 130108000120089）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清算组成员：霍勇军、林磊、霍永芳，清算
组组长:霍勇军，联系电话:13303298151;办公
地址:石家庄市裕华区雨润农产品冻品大厅
一层 636；请各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本报讯（记者杨佳薇）5月8日

上午，省人社厅、石家庄市人社局

联合在平山县市民文化广场举行

“河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

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到5

月底，主要宣讲贫困人口、重度残

疾人等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政策，深入解读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

金正常调整机制，广泛宣传政策和

办理流程，加强对养老保险代缴、

基础养老金标准、缴费档次提高、

政府补贴调整、参保缴费流程等问

题的宣传引导。

据悉，石家庄市将尽快制定出

台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的实施办法，确保8月底前将高

龄基础养老金的补发落实到位，12

月底前将缴费补贴落实到位。

居民养老保险
集中宣传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涛）5月6日，省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发布了今年1月至4月全省终生

禁驾人员名单。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此次

被曝光的 589 人将终生不得重新考取机动

车驾驶证，终生不能开车。

今年以来，我省共有601人次被终生禁

驾，有153人次是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

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生禁

驾，448人次是因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被终生禁驾，其中，有12名驾驶人因饮酒后

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又有逃逸行为，被两次做出终生禁驾

的处罚。

这 589 人中有 100 人原持 A 类驾驶证，

101人原持B类驾驶证，377人原持C类驾驶

证，11人原持其他驾驶证。其中201名拥有

A、B两类驾驶证的驾驶人在失去驾驶资格

的同时，也将失去驾驶大型货车、牵引车及

中、大型客车工作的机会。

这589人中，有128人是90后，3人今年

刚满20岁，5人刚满21岁。

这 589 人的终生禁驾信息将被录入全

国机动车驾驶人管理系统，并实施动态监

管，无论在本地还是异地，一旦发现禁驾人

员报考，系统会自动锁定。

省公安厅交管局提醒广大驾驶人，饮酒

后切勿驾驶机动车；无论何种原因发生交通

事故后，都应及时报警，抢救伤员并保护好

事故现场，逃逸将加重处罚后果。

10 月 17 日—

20日，石家庄通用

航空产业园将迎

来一场盛大航空

盛宴。5 月 8 日，

2019 中国国际通

用航空博览会（石

家庄航展）组委会

在北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相比往

届，本届航展将展

现“国际化、专业

化、品牌化”三大

亮点，航展期间将

举办国际顶级特

技飞行表演、飞行

器动静态展示、航

空运动表演、“一

带一路”国际通用

航空技术及装备

展等。

金秋十月来石家庄看国际航展
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将于10月17日—20日举行

据悉，石家庄拥有雄厚的通航

产业基础和优良的发展环境，石家

庄通用航空产业园是全国首批通

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之一和省

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省级

航空特色小镇。

本届航展将以“发挥通用航空

品牌城市优势，打造通用航空领域

综合平台”为主题，打造地方政府

部门、民航管理部门，国内外通用

航空产业制造商、供应商、运营商

以及投融资机构、航空领域专家学

者、广大航空爱好者等共同参与的

国家级通用航空全产业链专业化

特色平台。

目前，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

博览会（石家庄航展）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备中。

打造国家级通航全产业链专业化特色平台

本届航展将展现“国际化、专

业化、品牌化”三大亮点。

“国际化”方面，通用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仁贵介绍说，本

届航展将设立“一带一路”国际通

用航空技术及装备展区，将“中国

通航飞向‘一带一路’”的理念融入

航展中，以“主宾国”形式设立展

位，邀请“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参加

航展，目前已有12个国家表达了以

“主宾国”形式参加航展的意愿。

以去年“百国商务使团”应邀出席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为基础，

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以航展为平

台探索国际通用航空及配套产业

商务合作新方向。

本届航展还将突出专业化。“本

届航展首日为专业观众日，在进一步

提升参展专业性的同时，为专业观众

提供更加舒适的商务交流平台。”李

仁贵介绍，航展期间将为广大参展商

设置商务洽谈区，为知名通航企业设

立专属贵宾楼。将邀请各地市消防、

公安、林业草原及政府采购中心等政

府应用部门参加航展，形成买家与制

造商、供应商、运营商的直接对接交

流平台。

李仁贵表示，中国国际通用航

空博览会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

发展的“通航科技之窗”，本届航展

将充分发挥“南有珠海，北有石家

庄”“世界通航看中国，中国通航看

石家庄”的大格局优势，不断扩大航

展规模，使石家庄航展成为中国通

航飞向“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

“航展的举办，不仅向世界打造中

国航空科技现代化的国际名片，同

时也充分彰显石家庄市航空科技

的城市魅力，形成中国乃至世界通

用航空交流的品牌博览会。”他说。

设立“一带一路”国际通用航空技术及装备展区

据介绍，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

博览会（石家庄航展）为期4天，其中

首日为专业观众日。

本届航展将开辟多个主题展区，

邀请国内外通用航空及配套产业企

业数百家，对中外通用航空飞行器进

行大规模、多种类、全系列的动静态

展示，展出实用型、运动型、实验型各

类通用航空飞行器上千架，展览面积

近120000平方米。多支国际顶级特

技飞行表演队和通航作业专业飞行

器将竞相献技。此外，将举行多场专

业论坛和文化活动，预计观众数量超

过50万人次。

其中，航展期间将有国际顶级

特技飞行表演、飞行器动静态展

示、航空运动表演、“一带一路”国

际通用航空技术及装备展等数个

专业主题展区和中国国际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等数个专业

论坛、项目签约及成果发布仪式、

“志在蓝天”国际航空人才推介大

赛、“三苏祖籍”文化节以及航空科

普互动等一系列活动，将飞行、展

览、体验融合在一起，为专业人士

提供通用航空全产业链综合商务

平台，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丰富的

航空盛宴。

国际顶级特技飞行表演将竞相献技

本报记者 李春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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