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河北省财政厅事业单

位机构编制调整事宜的通知>》（冀机编办〔2019〕119号），不再保留河北省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河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河北省政府采购办公室、河
北省财政监督检查局。我厅现已成立清算组对上述4个单位进行清算，拟于
清算结束后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90日内向我厅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再受理。特此公告。

河北省财政厅
2020年3月23日

遗失声明
岳谱遗失军官证，证件号码：军字第13659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程哨杰，身份证号：132330198011092134；本人身份证驾驶证不慎于

2020年2月份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河北森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1336000538902，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清河支行，账号：10112924076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 河 县 佰 品 优 超 市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编 号 ：

JY11305340006083，声明作废。

拟向市场推介的资产总金额为1982.52万元，包含债权数1
户，涉及本金1950万元，利息32.52万元。实物资产0户，金额0
万元。分布在河北省石家庄。

本次交易对象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购买能力的、在
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
自然人。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项资产。

如对本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于2020年4月10日前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联系。以上资
产信息仅供参考，东方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欢迎各界投资者与我分公司联系人进行接洽。我分公司将
会根据市场反馈情况启动、调整乃至撤销资产包处置计划。如有

调整，我分公司将及时与各位意向投资者取得联系。
联系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0311-88611638
电子邮件：renbinsheng@coamc.com.cn
分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邮编：05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3月26日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 利息（2019年 借款合同编号
7月20日）

1 博广环保技术 19,500,000.00 325,162.50 光石综授字20170163号、
股份有限公司 光石借字20180151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关于
博广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的资产处置公告

风 采8 2020.3.26
河北经济日报

春灌正当时，涿州供电公司

组织运维人员对重点农排线路

开展特巡，确保辖区内电网设备

安全可靠运行，为春耕春灌用电

保驾护航。该公司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结合春耕生产用电

特点，制定春耕用电期间保电的

应急预案，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做好负荷预测和实时监测，

切实提高春耕用电报装办电

率。对农村重点线路设备进行

特巡，加强对重点防范区域内线

路和供电设备的监测监控工作，

以便及时掌握设备运行状况，做

到设备隐患早发现、早消除。同

时，该公司还梳理了春灌供电设

施设备运行情况，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保障

春耕电力可靠供应。此外，严防

春季大风天气对重点线路造成

的影响，全面做好应急抢修人

员、物资、车辆准备，确保电网在

特殊天气下安全稳定运行。

（李阳阳）

行业资讯

基层动态邯郸银保监分局

精准对接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邯郸银保监分局加强内外

联动，突出监管引领，指导辖内

银行业保险业积极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

强化重点项目扶持力度。

该局向辖内银行保险业机构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及

支持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要

求辖内银行业主动对接防疫重

点企业和重点项目，通过适当下

调利率、加快审批流程、债券市

场融资等方式，帮助企业快速筹

集建设资金。中国银行邯郸分

行主动联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债务资本市场帮助该

公司发行期限为270天的6亿元

超短期融资券，用于武汉火神

山、雷神山项目、各地隔离医院

项目以及优先保障湖北地区铸

管供应，这是河北首支疫情防控

债，票面仅利率2.89%，创河北省

内近三年来同期限、同类产品发

行利率新低。该局联合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市人民银行出

台《关于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产复工的十三条措施》《明

确第一批金融顾问和包联企业

的通知》等，对全市重点企业和

项目实行名单制管理，筛选168

名金融顾问组建多个金融顾问

小组，首批已对接涉及疫情防控

物资生产和省市重点项目的162

家重点企业，提供精准、快速融

资方案，目前辖内重点项目建设

贷款余额226.15亿元，同比增速

达到24.66%，100个省市续建和

保投产重点项目中已有91个实

现复工，重点项目复工率居全省

前列。

加强银行业对受困企业的

服务指导。该局要求辖内银行

业主动对接企业复工复产需求，

对受困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

积极完善延期、续贷，减轻疫情

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目前

辖内银行业已为575家企业办

理延期、展期、续贷等保障资金

性质贷款279.18亿元。同时指

导各机构适当放宽不良认定标

准，辖内17家农合机构对受疫情

影响企业开展细致摸排，目前已

完成2200户43亿贷款的认定调

整上报工作。

积极保障农民工生活水平。

邯郸分局指导辖内银行保险业加

大企业复工复产帮扶，推动农民

工返岗，同时提高因疫情造成的

停工、失业风险保障水平。邢台

银行邯郸分行疫情期间向农民工

集中的钢铁、物流行业发放贷款

9.58亿元，同时设立邯郸市农民

工预储金监管账户，保障14家单

位的农民工工资发放。太平洋产

险邯郸中支动员下辖16家县域

机构，推出复工复产保险方案，规

定在因疫情造成的停工、隔离期

间，按当地月工资标准对员工进

行赔偿，每人每月最高赔偿限额

达到6000元，有效保障农民工疫

期收入。 （郭国胜 薛琨）

玉田县税务局
破解瓶颈解民忧

聚焦纳税人反映最多的“咨询难、办税难、用票难、迁移

注销难”等问题，玉田县税务局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统筹“放管服”改革、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落实各项便民

措施，着力解决纳税人办税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

该局积极创建税企互动机制，开展大企业“学习服务”

活动，根据每季度工作重点和企业诉求，组织实施以税企互

动为主要形式的系列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研讨、政

策解读和行业论坛等活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

行执法事项清单管理制度、税收执法公示制度，建立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精简各类涉税资料报送。着眼深化“放管

服”改革，立足为纳税人减负，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大力推

行自助办税系统，完善基层办税服务室建设。以推进24小

时办税全覆盖、扩大电子税务局应用面为重点，打造自主办

税的“网络高速路”；落实征管质量5C评价体系，继续做好

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和结果运用，依托云税贷平台更好为

企业服务。 （杨立宝）

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近日，兴业银行石家

庄分行为保障消费者权

益，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

注重保护个人金融信息，

购买防疫物品要通过正规

渠道，多方核实确保账户

资金安全，要认准正规渠

道进行爱心捐助，同时强

调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一

系列防范举措的实施，增

强了广大金融消费者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

力，全面营造健康和谐的

金融消费环境。（武亚男）

涿州供电

重点线路特巡保春耕
新屯矿坑修区车间
送温暖 鼓干劲

近期，针对矿井复工复

产面临的安全生产和疫情

防控双重压力，峰峰集团新

屯矿坑修区车间工会组织

群监员开展了“送慰问、鼓

干劲”活动，全面助力“两

大战役”取得双胜利。

该矿工会到-190 翻

罐笼整修段，为职工送上

了牛奶、面包等慰问品，并

叮嘱职工要坚持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两手抓”，共

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安全生产保卫战。同时，

围绕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开展了隐患排查，对现场

存在的隐患、职工的个人

防护及疫情防控措施的落

实进行了检查，共查出问

题7条，现场整改6条，其

余1条限期当天整改。

（徐涛）

承德县税务局
多举措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期间，为全面助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承德县

税务局积极与复工复产企业联系，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存

在的困难。建立税企交流群，及时推送最新税收政策，在线

解答企业咨询。同时在符合政策规定前提下，主动帮扶困

难企业，积极协调办理缓缴，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专项推

送政策等，确保优惠政策能应享尽享。 （丁海文 于洋）

枣强县税务局
线上解读税收新政

为帮助纳税人更好地掌握支持疫情防控的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枣强县税务局为纳税人开设了

9期免费线上直播课。课程包括《电子税务局常用操作培

训》《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及填报实务》

《疫情防控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做好政策宣传辅导。直

播期间，360余户企业同时在线收看、互动交流，收到了良好

培训效果。 （丁晓静）

青龙县税务局
精准服务重点税源企业

青龙县税务局组织税政、纳服等部门对全县35户已经

复工复产的重点税源企业进行“点对点”精准服务,辅导企

业在疫情期间通过“网上办、电话办、邮递办、预约办”等“非

接触式”办税途径办理涉税业务，并建立“预约办税”微信群

和“涉税问题快速响应群”，提供预约办税、发票邮寄、业务

咨询等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马福乐）

抚宁区税务局
大力宣传优惠政策

为深入落实现阶段社会保险费减免优惠政策，抚宁区

税务局在加强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专项工作辅导培训的同

时，还通过张贴通知公告、发放宣传资料、在微信工作群发

布信息等方式向缴费人详解政策相关规定及办理流程，确

保现阶段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迅速有效落实。 （杨迎春）

冀州区税务局
税企同心携手战“疫”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冀州辖区内衡水市安帮

医疗器材厂为确保医用口罩供应，24小时全力生产，发票需

求量超过了预期。冀州区税务局得知情况后，特事特办，协

调管理分局、办税服务厅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核实企业生

产能力，短时间内完成审批，并派专人将发票送达企业，为

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树彪）

国网清河国网清河

县供电公司员县供电公司员

工在河北亿利工在河北亿利

集团检测口罩集团检测口罩

生产设备用电生产设备用电

情况情况，，助力企业助力企业

快速复工快速复工。。

吴保强 摄

进入春灌期以来，国网宁晋

县供电公司组织变电运维人员对

18座35千伏变电站开展了设备

安全巡视检查，全力保障春灌期

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随着气温回升，小麦已进入

返青期，为不违农时，保障春灌用

电，该公司运维人员利用红外测

温仪等设备，对站内主变、断路

器、隔离刀闸、母线、互感器等一

次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特巡。

重点检查变电站内的电缆沟封堵

情况，防止小动物误入造成设备

短路；检查出线间隔隔离刀闸、出

线电缆头是否接触良好；认真排

查高压室有无异常放电声、异味，

开关柜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做

到各设备巡查无死角，隐患排查

不遗漏。

此次变电站的设备巡视排

查，及时消除了开关柜指示灯异

常等7处安全隐患，为保障春灌期

间电网安全可靠供电打下了坚实

基础。（李丽芬 陈士钊 李晓峰）

宁晋供电

排查隐患助力春灌用电

“1项业务，共涉及客户32户，

户均行驶里程3公里。经业务调

整，由1个经理代办完成……”疫

情防控期间，国网高碑店市供电公

司东马营供电所内勤班，为减少客

户临柜次数，降低交叉感染率，专

门推出了这项“组团”充值服务。

十里铺村有85户卡表用户，

为便于用户购电充值，该所在对

用户电费电量进行测算统计的基

础上，每天通过微信群、短信、电

话等方式，了解客户购电意愿及

需求，提供用户电卡“组团”充值

服务。据了解，自2月份以来，该

公司已通过台区经理代办购电业

务260余笔。该公司还积极开展

“不见面的服务”，大力推广“网上

国网”App，指导用户足不出户缴

电费、办业务，疫情期间做到了“网

上办”“指尖办”，得到了客户的广

泛好评。 （王崟瞳 于适棋）

高碑店供电

电卡“组团”充值成时尚

石家庄公安局长安分
局开展在册吸毒人员
排查专项行动

疫情防控期间，为进

一步加大对在册吸毒人员

的管控措施和查处力度，

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

结合“一标三实”信息采集

工作，率先开展了在册吸

毒人员排查专项行动，集

中查处了一批吸毒人员，

有效防止了在册吸毒人员

肇事肇祸等涉毒极端案事

件的发生。同时积极向在

册吸毒人员开展毒品的危

害、拒毒方法以及禁毒法律

法规的宣传。截至目前，

该局共排查在册吸毒人员

150人，其中 10人检测呈

阳性，依法对10名吸毒人

员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郭冬梅）

南和县闫里乡卫生院
线上讲座受好评

在疫情防控期间，南

和县闫里乡卫生院开展了

线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

康教育讲座活动。围绕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和疫情防

控知识，团队自制讲座小

视频，借助微信平台及时

通知，定时发布，并按时线

上回答群众问题，收到良

好效果，做到了疫情防控

和公共卫生服务两不误。

（鹿碧川）

冀中能源井矿集团
新晶焦化多举措强
化设备管理

一季度以来，冀中能

源井矿集团化工事业部新

晶焦化公司采取多项措施

强化设备管理，不断提升

管理水平。严格根据生产

需求招标采购备件，并从

审批、验收、领用到报废鉴

定等各个环节严格管理。

对运行设备加强分析检

查，针对发现的隐患及时

进行整改消缺，防止带病

运行。同时加大对设备维

修人员的技术培训，提升

技能水平，确保设备连续、

稳定运转。 （刘明）

国际物流外贸服务
平台缓解企业压力

今年以来，冀中国际

物流集团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针对疫情对我国外贸业

务的影响，在稳步提升营

业规模的同时，帮助中小

企业采购原材料或生产设

备，缓解企业压力，助其按

时完成外贸订单。同时借

助拥有的“双币资金池”政

策的优势，为中小企业节省

换汇的时间和成本等，全力

服务企业发展。（宋亚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