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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
《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单位名称：邢台市心灵之
友职业培训学校，地址：邢台市第四建筑公司写字楼
五楼，原法人：赵英果，原业务范围：心理咨询师、婚
姻家庭咨询师、公共营养师、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登
记证号：060352。 法人变更为：常国平，地址变更为：
邢台市育才北路 29号，业务范围变更为：育婴师、养
老护理员、电工、钳工、焊工。 变更时间：2015年 9月
18日。 予以变更。

特此公告
邢台市民政局

2015年 9月 18日

公 告
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

条；《机动车报废规定》第四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现
对以下截止到 2015 年 9 月 1 日， 达到强制注销标
准的危险品运输车的登记证书、 机动车行驶证，机
动车号牌公告作废。 请机动车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到邢台市车管所办理车辆注销登记业务。
公告三个月后仍未办理的，由车管所依法注销。
附车辆信息：
冀 E7H83 挂、冀 E3G27 挂。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注销车辆的公告

邢台振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邢台振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县分公司：

由于无法与贵公司取得联系，现依法向贵公司通
知送达任县“华秀园小区”项目的建筑施工“中止履行
合同通知书”及我方已完成工程量及工程款的“建设
工程预算书”，望贵公司收到上述通知及预算书后 15
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异议，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

林州八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12日

通 知牛城晚报
广告部

3129961

9 月 22 日，邢台无车日
团结大街（冶金路—滨江路）届时禁行

本报讯 9 月 22 日，请市民采
用公交、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届时，本市将开展中国
城市无车日活动，以倡导绿色交通。

团结大街部分路段禁行

活动将于 9 月 22 日 8 时至 18
时在团结大街（冶金路至滨江路路
段）开展，活动主题是“绿色交通-选
择·改变·融合”。

届时，活动路段只对行人、自行
车、公交车、出租车、其它公共交通
（校车、通勤车等）和特种车辆（救护

车、消防车、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运
款车、工程抢险车、环卫车、绿化车、
邮政车、城市客运监察车、城管执法
车、环境监测车、新闻采访车等）开
放，其它社会车辆（含摩托车）均不
得进入此区域内行驶。 禁止任何车
辆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停放。

活动当日， 倡导无车日当天各
党政机关、 驻市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采用公交、自行车、步行等绿色、
健康的出行方式。

市政府提醒，全市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及广大市民要支持和参与无
车日活动， 配合好交警部门及活动

单位做好交通管理及疏导工作，听
从执勤人员的指挥。

将做交通技术指标监测

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悉， 活动
日期间， 交警桥西二大队将做好无
车日交通组织、车辆控制、应急管理
及活动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有关
人员会做禁行路段无车日活动当天
及前后两日的交通技术指标（交通
量、交通拥挤程度）的监测与对比分
析，并形成分析报告。

此外， 交警督查大队将对此次

活动进行督导检查； 秩序管理大队
安排人员对道路运行情况进行现场
督导指挥， 指挥中心利用监控设备
及时关注禁行路段及周边道路情
况，遇有交通拥堵，第一时间调度指
挥。

部分路段免费乘公交车

市公交公司也做了相应的安
排。

活动日当天，从团结大街（冶金
路—滨江路路段） 上车的乘客免费
乘坐 12、26、40路公交车。

途经团结大街（冶金路—滨江
路路段） 的 12、26、40 路将增加运
力,12 路发车间隔将由原来的 12-
15 分钟，缩短为 10—12 分钟;26 路
发车间隔将由原来的 12-16 分钟，
缩短为 10—12 分钟;40 路发车间隔
将由原来的 13-17 分钟 , 缩短为
10—15分钟。

市区主要公交线路同时加密运
营， 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延长末班车
发车时间，并准备 30 部公交车作为
应急车辆。

（本报记者 麻国栋
通讯员 黄鹏 郭俊茹）

70%邢台人接到过电信诈骗电话
12家金融机构走上街头讲解防诈骗

本报讯 您是否接到过电信诈
骗电话吗？ 70%的市民表示接到过，
甚至有的被骗。昨日，全市金融系统
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12 家
金融机构走上街头， 为市民讲解防
诈骗等金融安全知识。

孩子出车祸赶紧汇钱、 中大奖
了请领奖……在活动现场， 记者随
机进行调查，70%的市民表示接到
过类似的诈骗电话， 甚至有的还曾
经上当被骗。市民杨大妈说，去年她
接到电话， 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出
了车祸让往医院汇钱， 她赶紧跑到

银行汇款， 被细心的银行工作人员
拦住。后来报了警，才知道这是个骗
局。 杨大妈说：“差一点儿就被骗
了。 ”

“安全防范意识差是市民上当
的重要原因。 ”银监局工作人员说，
市民一定要提高金融安全意识，不
要轻易给陌生人汇款， 提升保障自
身资金财产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当天， 各金融机构向市民介绍
了金融常识、反假币、防诈骗、防非
法集资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讲解银
行信用卡产品办理与使用、 理财产

品购买须知、电子银行安全防护、自
助渠道终端使用方法、 服务收费等
方面的内容， 增强金融消费者保障
自身权益的安全意识。

据了解，市银监局将今年 9 月
作为“银行业金融知识宣传服务
月”，为了让公众尽可能多了解一
些金融安全知识， 今后还将通过
集中宣讲、短信、微信、广告、网站
及营业网点海报等多种渠道进行
广泛宣传， 将金融安全知识送到
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李博）
前南峪采摘祈福

本报讯 9月 18日，由前南峪
坐化山景区举办的首届金秋采摘
祈福节启动。 本届采摘节以“喜迎
大丰收，祈福板栗王”为主题，开展
系列旅游文化活动。

本届活动突出前南峪坐化山
景区秋季特色精品农产品、千年板

栗王祈福感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风貌相结合的地方特色活动，充
分展示该景区独具特色的自然和
人文旅游资源，着力打造“前南峪
坐化山金秋采摘祈福节”旅游节庆
品牌。

（本报记者 高亮）

网络大 V看富岗
本报讯 昨日上午，“9·18 邢

襄健儿走太行 网络大 V 看富岗”
活动正式启动。

“9·18 邢襄健儿走太行 网
络大 V 看富岗”活动是以拍摄“河
北苹果科学技术中心” 资料为主
题，宣传“河北苹果科学技术中心”
内容，在邢台西部山区（邢沙临内）
和太行之巅（山西河北交界带南摩
天岭北）拍摄植物、林木、山川、河

流、村庄、地形地貌的拍摄宣传活
动。

活动期间， 涉及沿途历史、抗
战、民俗、种植、民生等内容。 该活
动以在腾讯微博实时播出， 徐侠
客、李新月、于卓、王小可、腾讯人
员、黎加梅沙 TOGN、行者王亮等
网络大 V将助阵，线上线下进行交
流。

（本报记者 高亮）

� � 9 月 17 日，桥西区幸福源
开展纪念“九一八”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手抄报、主题班会等活
动告诫学生牢记历史， 勿忘国
耻，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培
养他们的爱国情操。

（本报记者 郝德明 摄）

抗大老战士书画展
本报讯 笔墨书正义，丹青慰

忠魂。 近日，本市在抗大纪念馆举
办抗大老战士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书画展。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会
长贾雪阳将军等抗大老战士、老干
部参加书画展。

本次书画展以“铭记抗战历
史，传承抗大精神”为主题，共征集
展出书画作品 120 幅。 其中，老红
军、老八路、老干部作品 100 幅，书
画名家作品 20 幅。 这些作品从不

同角度讴歌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
英勇善战的抗战精神，展示了抗大
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炽热的爱
国情怀，唱响了昂扬向上、科学发
展的时代主旋律。

书画展由市委宣传部、北京抗
大光荣传统研究会、 邢台县县委、
邢台县政府等部门联合举办。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王荣丽参观了书画
展。

（本报记者 侯东杰）

中国青少年艺术节邢台颁奖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青少年

艺术节邢台选区颁奖暨第十二届
“德艺双馨” 中国文艺展示邢台选
区启动仪式近日举行。

在今年的第十届中国青少年
艺术节上， 全市先后有 1800 余名
选手参加了市赛，180 名选手参加
了省赛，40名选手晋级了全国总决
赛，各年龄组分别在舞蹈、声乐、器
乐、曲艺、朗诵、书画等 6 大类别中
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据了解， 邢台从 2011 年开始
承办第六届中国青少年艺术节活
动开始，历年都在全省乃至全国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 省有关专家评论
邢台在中国青少年艺术节上的成
功组织和选手取得了良好成绩时
说，邢台的成功关键在于立足于厚
重的文化底蕴，在策划、程序、环节
上做到了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
高水平。

（本报记者 张子乾）

城管部门推便民措施“绿色通道”
市民可提前预约享受上门服务

本报讯 “这里是邢台燃气
公司， 我单位申请尽快破挖中华
大街北侧位置， 进行燃气管道漏
气抢修施工。 ” 近日， 接到电话
后， 市城管执法局窗口工作人员
当即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拿出勘察意见， 允许施
工单位先进行抢修， 再补办审批
手续。

日前， 为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市城管执法局推出多项便民服务
措施。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就是

“绿色通道”服务。针对供电、供水、
供热、燃气等管道需紧急抢修等情
况，以及政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等
各类重大审批事项、 急办事项，城
管部门将精简材料、 限时办结，先
开辟“绿色通道”令施工进行，随后
再补办手续。

同时，市民及相关单位还可通
过前台预约、 电话预约等方式，享
受城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承接办
理的服务；在为申请人办理行政许
可服务事项时，如临近或者到达下

班时间，城管部门必须延时办理完
毕；对简易审批服务事项，能当场
办理的即时办理，推行立等可取服
务。

此外， 城管部门窗口还实行
首问负责制， 要求最先受理的工
作人员负责咨询、引导等职责。对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工作人员还
要建立服务档案， 实行全程跟踪
服务。

(本报记者 刘哲
通讯员 邱延峰)

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