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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张荣翠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注册
证丢失， 注册单位石家庄德茂堂药店连锁
有限公司国燕店，证号 131217011937，有效
期至 2020年 9月 12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河北博恩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1MA08EUPU7M,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 3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300万元人民
币,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人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声明: 石家庄博友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不慎丢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晋州市
农商银行总十庄支行，账号：12501012�
2000010773， 核准号 J12100155435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鹿泉市增秀葡萄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130185NA0000058） 经成员大会
决议，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王增银（负责人）王增秀、王东
学、王爱技、王立锋组成，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电话 18903393073 地
址：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北故邑村

声明:河北佳网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丢失盖财务专用章空白买卖收据编号：
2152761 一份（一式三联），声明作废。

声明: 正定县翘翘小吃店丢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30123M
A0CL9NJ9C，法人：刘飞，特此声明。

声明 : 辛集市喜德盛车行（注册号：
13018160014104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声 明
赵金鉴退役军人优待证不慎丢

失，证号：A05131239，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 河北外国语学院西意葡语言学院
19级西班牙语本科 1 班学生陈玉坤学
生证丢失，学号 201942150，声明作废。
声明 :吕云肖（130124197205082722）丢失
石市栾城区东许营村东龙府邸小区 14-3
-803新民居证（DLFD02933），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陈朝平（身份证号：130434198102
216912） 因本人保管不善将石家庄鸿泉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润龙湾二期腾龙湾小
区 10栋 1单元 901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
同丢失，编号：2016050719223127410，现声
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经济
纠纷等后果由本人负责， 与石家庄鸿泉房
地产有限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公告
0311-85886555����85815289

减资公告:河北佳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2MA088B5184， 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 3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300万元
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人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地
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 363号金桥丽日
2-1-501，电话:13932125901，特此公告。

综 合 信 息
广告咨询：0311－67562315 6756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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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超市 敬 告
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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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只作为信息咨询,不作
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声明：河南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将公章丢失。更换法人后，

原法人章销毁，现登报声明。

▲公司刊登商务信息：营业执照

副本 介绍信 经办人身份证

及相关的广告证明

▲出售出租转让：需备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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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租求购：营业执照 身份证

▲招商招聘：营业执照 单位介

绍信 经办人身份证

▲医药医疗：医疗机构营业许可

证 广告审批表 介绍信

刊登广告
所需手续

本报讯（记者龚正龙）10

月16日，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了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确

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共计762处）以及与现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

项目（共计50处），其中我省13

处保护单位入选，另有 3 处长

城遗址【长城马水口段（位于涿

鹿县）、样边段（位于怀来县）、

板厂峪段（位于秦皇岛市海港

区）】并入第五批国保。

我省13处保护单位入选第八批国保
另有3段长城遗址并入第五批国保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呼延

世聪）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河北

省生态环境厅全力聚焦涉气环境违

法问题，采取混合编组、异地执法、交

叉执法、巡回执法等方式，于10月15

日再次启动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执法专项行动将

继续围绕工业企业达标排放及污染

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燃用劣质煤和

“冒烟”情况、重型柴油车及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管控情况、扬尘污染

管控和达标整治情况、涉VOCs排放

企业污染防治情况、“散乱污”企业

排查整治情况、露天焚烧管控情况、

涉气企业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等

8项重点工作内容，全方位开展执法

检查，严厉查处污染防治设施缺失

或不正常运行、未批先建、批建不

符、无证排污、逃避监管、超标排放、

偷排偷放、监测数据造假等环境违

法行为。

为探索高效执法监管模式，我

省充分运用多种科技执法手段，大

力推进非现场执法。行动期间，成

立无人机飞检组，利用无人机携带

的热成像摄像头、高倍变焦摄像头，

对扬尘污染防治情况、散乱污企业

清理整治情况开展飞检巡查；利用

无人机吊舱携带的红外气体检测模

块，对重点行业企业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尘等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

飞行监测、分析。

同时，充分利用污染源废气远

程执法抽查系统，突击开展远程执

法“零点行动”，及时发现企业在线

数据异常问题线索，有针对性开展

现场核查，对检查发现超标排放、偷

排偷放、在线监测数据造假等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处、停产整

治。加强生态环境部热点网格推送

数据运用和研判分析，值守组每日

将热点网格报警信息推送至各相关

执法组，各执法组根据推送信息对

数据异常区域开展有针对性的执法

排查，精准锁定环境问题，严厉打击

违法行为。

此外，加强“河北省污染物在线

监控系统”推送超标数据梳理分析，

对审核移交的超标排污单位按时签

收、逐一开展现场核查，核查属实的

坚决依法严查重处，立即停止排污，

督促整改到位，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李春

炜）昨日，记者从石家庄市气水办获

悉，经石家庄市环境气象中心与市

环境预测预报中心研判会商，未来

几天，省会风力偏小、污染扩散条件

逐渐转差，空气质量以中度污染为

主，部分时段可能达到重度及以上

污染水平。为减轻重污染天气对公

众健康的影响，10 月 16 日 18 时，省

会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

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具体解

除时间另行通知。

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儿童、老年

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

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减少开

窗通风时间；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

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

保障；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

动；室外工作、执勤、作业、活动等人

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

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倡导公

众绿色生活、低碳出行，提倡徒步或

骑车外出。

其间，市主城区将执行重污染

天气Ⅱ级应急响应限行措施，即：对

非营运载客汽车及轻型、微型载货

汽车（含外埠号牌车辆和临时号牌

车辆）采取2个车牌尾号一组轮换限

行的方式，尾号是英文字母或汉字的

以最后一个数字为准，每日7时至20

时限制20%的机动车通行，限行车辆

尾号与北京市保持一致，法定节假日

和公休日不限行。公共汽车、出租车、

长途客运车（含旅游客车）、残疾人专

用车、经公安交管部门核定的学校校

车以及持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班车通

行证”的通勤班车；执行任务的警车、

消防车、救护车、军车、车身喷涂统一

标识并执行执法任务的行政执法车；

环卫、园林、道路养护的专项作业车辆

以及殡葬专用车辆、邮政专用车辆、专

用清障车、持公安交管部门核发“抢修

通行证”的抢险车；悬挂合法号牌的纯

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

电池汽车；经批准的其他应急车辆等

不限行。

本报邯郸电（燕都融媒体记者陈正）10月

16日10时58分，邯大高速邯郸至山东泰安段

全线贯通。随着山东青兰高速东阿界至聊城

（冀鲁界）86.5公里路段正式建成完工，从邯郸

驾车至山东泰安全线通车，出行市民将节省

近60分钟路程。

据悉，邯大高速东接青兰线泰安至东阿

界段，西承河北大名至邯郸高速公路，是国家

高速公路“7918”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邯大至

山东泰安高速公路的贯通，对疏导过境和区

域交通、加快邯郸中东部的发展，拓展邯郸至

山东沿海港口经济腹地，构建和完善全省乃

至全国的骨架路网结构布局、发挥路网的整

体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李

从九、刘相和 燕都融媒体

记者李家伟）10月16日，“中

国·黄骅模具展览会暨第五

届京津冀模具行业高峰论

坛”在黄骅市开幕。本届展

会及论坛由河北省模具行业

协会、北京模具协会、天津模

具工业协会三地协会共同主

办，旨在促进以模具为纽带

的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技

术交流、贸易共享，实现互联

变革、互补共赢。黄骅市是

我国北方模具企业数量最

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

我国北方重要的专业化、产

业化生产基地。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印发通

知，公布我国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截至目前，我国已核定

5058处国保单位。

据介绍，第八批国保单位共762

处，另有50处与此前已核定公布的国

保单位合并。从类型看，包括古遗址

167处、古墓葬30处、古建筑280处、石

窟寺及石刻3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234处、其他12处。从省

级行政区域看，这一批入选较多的省

份有山西、河南、浙江、安徽和湖南。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

绍说，总体来看，第八批国保单位

包括了考古遗址、建筑遗产、教育

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

产、军事遗产、铁路文物等，覆盖面

广，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各

行各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对后续

保护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古遗址类
黄骅市郛堤城遗址
清河县贝州故城遗址
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遗址
康保县西土城遗址

古墓葬类
邯郸市邯山区北张庄墓群

古建筑类
武安市武安舍利塔

涞水县涞水龙严寺塔
邢台市桥东区邢台清风楼
正定县正定梁氏宗祠
涉县清泉寺

石窟寺及石刻类
大名县狄仁杰祠堂碑
涉县曲里千佛洞石窟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
邯郸市邯山区左权将军墓

我省入选的13处国保单位 我国已核定5058处国保单位

我省再次启动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严查污染防治设施
缺失违法行为

石家庄启动
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

相关新闻

邯大高速邯郸至山东泰安段全线贯通

黄骅举办
模具展览会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