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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新乐市森泽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30184MA07P0LA54，特此声明。

关于彭少杰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报案公告

彭少杰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由石家庄市公安局裕
华分局立案侦办，按照《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规定，请
未报案的集资参与人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报案。

本公告自发布之后， 请集资参与人尽快报案， 不报案的，
将会影响集资参与人的相关权益，请相互转告。

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槐底派出所

注销公告： 石家庄创梦潜能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注册号：130100000043369）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梁会青(负责人)、王佳
组成，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盛景佳园
联系人：梁会青 电话：18612201750

声明：郝春旭，男，1979 年 1 月 6 日出
生，丢失警官证，警官证号为 008346，
特此声明。

声明：晋州市鹏凯制衣厂，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30183MA08QH432C,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石家庄山业商贸中心(普通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2MA0D2BWY1D)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许晓珊(负责人)许晓琳、许书学、
薛元、齐松林组成,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石家庄市裕华区绿洲花木种植场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30108MA08DH9258，经营者：李德权，
发证日期：2018年 6月 8日，特此声明。

声 明

赵县医药药材公司不慎遗失石
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号：
00562915，金额：5975.85 元，票面日
期：2018年 11月 30日，特此声明。

声 明

中铁六局集团石家庄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 06月 19日

中铁六局集团石家庄铁路建设有限
公司原职工张晓林、鲁高峰、赵帅威、李
轩、万艇、王亮、刘宁、李国恩、乘妍屏、贾
肖峰同志，公司在 2019年 6月 18日前已
经先后与你们解除了劳动合同。 公司多
次电话通知你们本人到公司领取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 本人档案及办理保险转接
手续，但是你们至今未办理。现在登报公
告要求你们一个月内办理上述相关手
续，如不及时办理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栾城县馋嘴猫儿火锅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130124600140932， 核准日期：2012 年
10月 29日，声明作废。

声 明声明公告
0311-85886555���85815289 声明： 深泽县兴泽安全生产服务

有限公司丢失财务章和法人章，
均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深泽县兴泽安全生产服务
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128000002204）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终止经营并申请注
销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深泽县申益油脂化工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30128MA07U2F16U，发经股东会决
议 决定终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前来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 石家庄德恒助剂有限公司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 税号
1301837913893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晋州市云程包装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83MA0CJ4QG92，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李中青，清算组成员:李平学、
史守琴，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河北六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92308214013U)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由杨树海(负责人)、杨树霞组
成，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企
业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6月18日，由中建路桥六公司承建的守敬南路七里河大桥拓宽工程正在紧张施工。据施工单位介绍，目前大桥上部已经开始架梁做

桥面结构，桥南侧的梁板已经完成半幅架设；大桥的下部结构正在加紧施工，计划6月底前完成并撤出桥下作业。据了解，这座大桥将拓宽

至43.5米，桥面升级到双向八车道。 燕都融媒体记者 张会武 通讯员 王春雨 摄影报道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呼延世聪 通讯

员郭迎春）受暖气团影响，6月18日我省各地

最高气温明显上升，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截至18日16时，保定南部、廊坊南部

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为36℃—

39℃，赵县最高达39.0℃；其他地区为25℃—

35℃；与17日同比大部地区上升了3℃—7℃。

受暖气团影响，预计19日白天，石家庄东

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最高

气温可达36℃—38℃，请防范！张家口东部和

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午后到傍晚

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9日夜间到20日，张家口南部、保定西

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他

地区多云间晴。北部地区4设区市最高气温

为 30℃—35℃，中南部地区各设区市为

32℃—34℃。

20日夜间到21日，张家口南部、承德、保

定北部、廊坊、唐山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其他地区多云。北部地区4设区市最高气温

为 26℃—31℃，中南部地区各设区市为

30℃—35℃。

气象专家提醒，在高温炎热或闷热的日

子里，由于气温较高，日照充足，太阳紫外线

辐射较强，建议人们要采取防暑防晒和降温

措施，及时补充体内的水分，正午前后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刘涛）记者6月

18日从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

我省今年对14个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实施省

政府挂牌督办以来，10处重大火灾隐患已经

整改销案，还有4处尚未整改完毕。

这4个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主要涉及私自

改建、扩建中未按国家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因

日常管理维护不到位致使火灾自动报警、消

火栓、防烟和排烟等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

效，疏散楼梯数量不足或设置形式不符合要

求等问题。

根据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工作要求，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是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

作第一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行业分管负责

人是具体责任人；实施重大火灾隐患领导包

案制度，包案领导应每月调度有关部门和隐

患单位、每月现场督导整改隐患，确保整改措

施到位。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督办工作落实

不力，或因工作不到位而发生较大以上火灾

事故的，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据了解，为预防重特大火灾发生，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政府同意，今

年4月13日，我省对全省14处重大火灾隐患

实施挂牌督办。从地域上看，石家庄、沧州、

衡水、邯郸各2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廊

坊、保定、邢台各1处。从行业类别上看，主

要集中在学校、医院、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等

人员密集场所和易燃易爆场所。

我省挂牌督办14处重大火灾隐患
10处已经整改销案，4处尚未整改完毕

我省食品安全
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呼延世

聪）6月18日上午，我省举行食品安

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本次食品安全宣

传周主题是“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

生活更美好”，6 月中下旬我省将举

行 2019 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我省先后

开展了“保健”市场乱象、“山寨”食

品、校园食品安全等各类专项整治行

动，检查重点场所9.5万余次、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4.2万余户次，查办案件

近2000件，案值6亿元，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食品抽检

合格率达97.9%，农产品产地抽检总

体合格率达97%，食品安全群众满意

度从 2013 年的 58.48 上升为 2018 年

的81.95。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持续平

稳向好，未发生较大及以上食品安全

事故，保障了我省人民群众餐桌安

全。

宣传周期间，我省将在广播电

视、报纸、网络、新媒体、网络订餐平

台等，集中开展“尚德守法 食品安

全让公众生活更美好”主题宣传，邀

请消费者参观食品生产企业、集中交

易市场、学校食堂，开展优秀基层食

品安全协管员评选活动。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杨佳

薇）为加强京冀劳务协作，提升劳务

输出组织化程度，提高全省人社部门

就业扶贫水平，促进建档立卡农村贫

困劳动力就业脱贫，6月18日，省人

社厅召开京冀扶贫劳务协作座谈

会。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等市

分别介绍了对口劳务协作扶贫工作

经验。

会上，北京与我省签订《京冀省

际间扶贫劳务协作协议》，2020年底

前，北京市帮助河北省有转移就业意

愿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

多渠道就业。协议明确，北京帮助河

北通过鼓励、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建

设就业扶贫载体等方式促进贫困劳

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扩大有组织劳务

输出规模促进转移就业，加强人才支

持、干部培训交流提升就业扶贫水

平，多措并举推动就业扶贫工作。

据介绍，2018年，京冀扶贫协作

取得显著成效，京冀两地建立了比较

全面的扶贫协作机制。下一步将深

化京冀人力社保扶贫协作，提高就业

培训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强化

就业培训，聚焦解决京冀扶贫劳务

协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要精准

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需求，做到劳

务协作数据实；二要精准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做到劳务协作培训实；三

要精准开展劳务对接，做到人员岗位

对接实。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杨佳薇）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即日起，河北省档案

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依托馆藏烈士档案，

举办“荣归故里——将英烈精神在山水传

递”公益活动。

在河北省档案馆的馆藏中，珍藏着数千

份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烈士的证明档

案。在这些珍贵档案中可以看到，烈士牺牲

之处，近在燕赵故土，远在江南，直至最南端

的海南岛。他们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解放

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奉献是河北人

民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内心记忆。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省档案馆依托馆藏中保存

的战争年代牺牲烈士证明等档案资料，联合

河北省委网信办、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

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河北省地方志办公

室、河北省地名区划档案资料馆等部门共同

举办“荣归故里——将烈士精神在山水间传

递公益活动”。通过“荣归故里”公益活动，

希望把烈士的荣誉交付给后人，把烈士的荣

誉送归生养他的热土，把烈士的荣誉传递给

那方水土上的人们，变成永久的缅怀，变成

奋进的精神，变成用圆梦融汇出的薪火相

传，变成新时代正能量传播的社会价值。

本次活动即日启动，将持续至10月份，

历时四个月。随着烈士后人信息的不断反

馈，在今年10月，“荣归故里——将英烈精神

在山水间传递公益活动”将举行纪念仪式。

“荣归故里”，我们送您回家
“荣归故里——将英烈精神在山水传递”公益活动即日启动

资讯

北京助力我省农村
贫困劳动力就业

七里河大桥拓宽七里河大桥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