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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今有河北尚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发 票 遗 失 ，发 票 代 码 ：

1300153350，发票号码：00115160，

开票日期：2016年12月27日，发票

金额：275859元。特此声明。

张凯明 张雲
2021年10月14日

序号 地区 债务人 本金余额 累计利息 基准日 抵押资产情况 保证人
1 沧州 河北恩吉物流有限公司 7,409,998.18 32,127.33 2020年7月30日 沧州时利和石油产品有限公司名下批发零售用地8716.71平方米 安伟、王祯
2 衡水 迈德尔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19,360,245.84 4,853,290.90 迈德尔橡塑科技有限公司名下613台/套机器设备 河北海伟交通设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驰特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赵明华、白东岭、

耿玉成、刘丽华
3 衡水 衡水澜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9,700,000.00 1,479,062.24 曹化刚名下617.40平方米房产、曹化辉名下588.58平方米房产、李娜名下424.74 河北东华冀衡氨基酸科技有限公司、曹端祥、于树花

平方米房产
4 衡水 衡水方园桥隧物资有限公司 6,550,000.00 1,282,352.74 衡水方园桥隧物资有限公司名下89台机器设备、李广名下位于衡水市翠微街303 衡水盛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李广、李秀英

号东方太阳城兴雅苑15幢1单元9层902室（面积136.89平方米）房产
5 邯郸 河北金旺贸易有限公司 3,922,000.00 226,000.00 2020年12月31日 写字楼46.37平方米，写字楼47.45平方米，写字楼47.31平方米，写字楼69.71平方米 邯郸市超凡商贸有限公司、徐向华、刘晓东、魏新楷、张莲莲
6 衡水 安平县金城滤纸有限公司 7,863,913.20 2,119,963.96 41台（套）机器设备/住宅141.795平方米 安平县飞沃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刘建芳、刘子波
7 衡水 安平县嵘德交通防护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6,624,355.84 2,762,728.65 土地110.25平米/房产321.12平米 由安平县方拓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8 衡水 河北志通橡塑特种管业有限公司 5,999,800.00 2,060,252.02 29台（套）机器设备/住宅102平方米 衡水福莱特橡塑贸易有限公司、河北联兴橡塑有限公司、衡水隆泰橡胶化工有限公司、

苏红刚、张秀菊
9 衡水 河北联兴橡塑有限公司 5,122,946.61 2,901,929.20 2020年12月31日 59台（套）机器设备 河北世居木制品有限公司、张学明、焦文智、张书华 周敏、张书昌 张冬梅
10 衡水 衡水畅普迅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 8,256,632.84 2,334,599.80 房产137.17平米 衡水金工制衣厂、彭向芳、孙炎、彭向峰、王会平
11 衡水 衡水中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1,999,654.60 3,200,028.63 70台（套）机器设备 河北恒升电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衡水畅普迅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谢东平、押卫中、

谢冬杰、吕焕新
12 衡水 衡水金徽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7,864,923.90 2,830,693.07 28台（套）机器设备/住宅162.65平米 衡水华瑞工程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周立根、郝国英
13 衡水 枣强县富尔威皮草制品有限公司 7,449,980.00 2,180,764.45 房产152.14平米 衡水金仕莱皮草有限公司、常金强、崔志花
14 衡水 枣强县冠浩皮草有限公司 4,399,277.12 592,701.47 房产73.11平米 枣强县利兴皮草有限公司、黄平、万生亮、巩文安、姚文菊
15 衡水 枣强县富源皮草有限公司 4,870,000.00 1,240,000.00 无 枣强县鹏超皮草有限公司、孙金中、张新红
16 衡水 安平县永龙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4,950,000.00 1,810,000.00 无 安平县金城滤纸有限公司、杨力千、刑义清
17 唐山 玉田县国健纸制品有限公司 4,917,253.78 797,463.03 机器设备10套 玉田县永佳包装装潢有限责任公司/张国健/李海螺
18 唐山 玉田县永华商贸有限公司 2,923,578.79 524,165.47 高永华个人名下137.66平方米（其中储藏室14.2平方米）房产 123.46 玉田县诚信印刷有限公司/高永华/吕中玉
合计 130,184,560.7 33,228,122.96

附件： 单位：元

机构名称：石家庄市藁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西
只甲信用社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南孟镇西只甲村
正无路与机场路交叉口西南角一层
机构编码：E0136U213010021
流水号：00820363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27日
设立日期：2007年04月0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
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8136868
换证原因：迁址、更名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盛
世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爱民路711号
机构编码：B0002S313050045
流水号：00813774
发证日期：2021年9月30日
设立日期：2015年10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邢台
监管分局
联系电话：03192297718
换证原因：更名、更址

换证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中友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

流水号：00005041

成立日期：2008年8月28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8日

机构编码：200237000000800

机构住所：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

街210号启程大厦4号商务办公1707

办公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

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

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保险中介许可证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邢台慧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机构住址：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珠江路与平安
街交叉口南行300米路东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1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6日
流水号：00005039
机构编码：204310000000800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
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
查和理赔；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
监管局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河北恩吉物流有限公司等18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河北恩吉物流有限公司等18户不良资产进行处置。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在

衡水、沧州、唐山、邯郸等地区，债权详细情况见附表。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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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http://www.hebamc.com。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311-68001138
电子邮件：wangyunhao@hebamc.com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86号互联网大厦C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4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dongf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基层动态

行业资讯

今年以来，涿鹿县税务局深

入践行“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活动，坚持“让纳税人缴费人

满意”，突出重点、创新管理，全

面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打造智慧办税大厅。年初，

按照县政府的统一规划，该局办

税厅搬迁至市民中心，将办税服

务厅科学规划为导税咨询区、表

单填写区、纳税服务区、休息等

候区、自助办税区、网上办税区、

24小时办税区、政策宣传区、便

民服务区共9个功能区域。整合

税务登记、注销、代开、非税、申

报更正等业务，积极推行无差别

“一窗受理”，打造11个“一窗通

办”窗口。增设“绿色通道”，成

立纳税人纠纷调解室，累计提供

即时、延时、预约、个性化等服务

108次，解决征纳纠纷24次。

拓展自助办税服务。配置

14台发票领用、发票代开、综合

业务自助终端和12台外网电脑，

挑选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5

名业务骨干充实到导税队伍，负

责申报辅导、纳税咨询、资料预

审等工作，手把手辅导答疑，切

实做到响应迅速、回答准确、指

导得当，实现了 211 项业务

100%全程网上办理，全县网报

率达99.5%。打造24小时办税

服务厅，打破以往办税服务的时

间和空间局限，真正实现365天

全天候无间断服务，打通了便民

办税“最后一公里”。目前，社保

费、医保、发票代开、发票发售等

业务自助终端完成率达到95%。

细化个性特色服务。在办税

服务厅设置无障碍通道，增设便

民服务区，放置放大镜、老花镜、

常用药品、雨伞、充电器等特色服

务设施。针对情况特殊、行动不

便的纳税人群体，推行上门服务，

让纳税服务更有温度。针对疑难

复杂的业务或需要多部门协同办

理的事项，专设疑难业务受理室，

由专人专责专门处理，避免纳税

人多部门联系，又减少窗口占

用。今年以来，办理疑难涉税事

项156件次，在十税合并申报期

间，处理疑难事项30余件次。同

时，该局充分利用税企交流微信

群、税务干部微信朋友圈等线上

媒介，及时转载发布税收优惠政

策及解读链接，24小时在线解答

纳税人缴费人咨询，已累计通过

线上渠道发布热点问题12期、各

项税收优惠政策120余条、解答

纳税人咨询204条，使纳税人全

面享受税收政策红利。（郝建晨）

近日，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按照“传承百年薪

火、奋斗筑梦青春”主题教育活动安排，开展了“诵读红色经

典 坚定红色信仰”青年诵读活动，接受红色经典带来的精

神洗礼，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学思践悟，汲取信仰力量。该局

青年干部们通过观看《红色的十月》等优秀作品，汲取前进

力量，激发奋进动力，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增强知史、爱

党、爱国的政治自觉性。 （董晓璐）

今年以来，冀中能源峰峰集

团新屯矿工会以职工为中心，着

力构建联系广泛、服务职工工作

体系，打造“普惠+精准”服务职

工工作新模式，提升服务质效，

不断增强“职工之家”温度。

该矿工会大力践行“让职

工当主角，把职工当亲人”的承

诺，充分发挥井口“娘家人工作

室”优势，组织两级工会干部轮

流上岗，开展为职工缝补工作

服、测量血压、谈心嘱安等服

务，实现了服务零距离。组织

开展了“情暖中秋、平安幸福”

主题慰问活动，为升入井职工、

地面岗位作业职工送去了月饼

和苹果，并致以亲切问候和节

日诚挚祝福，惠及职工 800余

人。组织举办了“企业送关怀、

学子送祝福”座谈会，激发学子

爱党、爱国、爱企热情，并为参

会的 12 名学子发放了行李

箱。组织开展了中秋国庆走访

慰问困难劳模、困难职工活动，

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中秋月

饼、米、面、油等慰问品，切实把

企业党政关怀和工会组织的关

爱送到困难职工的心坎上。深

入开展“学讲话见行动、我为职

工办实事”活动，为住宿职工普

惠发放床上用品400余套。深

化职工宿舍楼“安全岛”建设，

配置了饮水机、雨衣、雨披、水

杯、脸盆等物品，坚持每天整理

清洁室内卫生、消毒防疫，及时

更换洗涤床单枕巾被罩，为遭

遇恶劣天气或倒紧班的职工提

供了“温暖如家”的舒心服务。

（戴春良）

涞源县持续推进
“双随机”监管工作

近日，涞源县举办了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培训会，对全县成员单

位联络员进行了双随机系

统操作和“两库标注”（即

执法人员标注和市场主体

标注）业务培训，并对《“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

范》中的总体要求、工作基

础、检查程序、结果运用、

绩效考核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解读，为全力构建以“双

随机、一公开”为核心的事

中事后监管新模式打下坚

实的基础。 （绳悦）

涿鹿县税务局

智慧办税让纳税人畅享税惠红利

新屯矿工会

打造“普惠+精准”服务新模式
为积极践行“塞罕坝精神”，围场住建局多措并举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稳步推进了年度棚户区改造、

城市路网改造提升、城南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集中供热扩

容、校园周边畅通、县城雨污分流改造六项惠民实事，并如

期见效，惠及百姓，努力开创住建工作新局面。 （王宏玉）

平山公路管理站
冒雨抢险保畅通

近日，受持续降雨影

响，平山县国省干线公路多

处出现路树倒伏、山体塌方

等灾害，造成交通中断，严

重影响车辆和人员安全通

行。险情发生后，平山公路

管理站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机械赶往现场开展道路修

复，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全力保障公路畅通。

（张力娟 王凯凯）

围场住建局
六项实事惠民生

灵寿县运输管理站
推行公交一卡通

灵寿县运输管理站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深入公共交通

运输一线，大力推进交通

“一卡通”拓展覆盖工作，

全县37辆公交车全部安装

一卡通载机，为广大群众

提供了安全、便捷、惠民、

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

（胡建芳）

深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对办税服务厅进行

优化升级，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纳税人办税体验，为纳

税人营造了良好的办税环境。 曲敏嘉 康连静 摄

唐山南堡经开区税务局
开展青年诵读活动

今年以来，峰峰集团万年矿工会围绕矿井生产情况，进

一步完善体系，把服务职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持续加大安全教育力度，利用矿、区科两级每周安全办

公会、职工会、班前班后会等向职工全面宣贯安全生产规定

以及现场安全措施，并组织干部职工签订了岗位安全责任

状，每班严格落实“动态互保联保人”制度，积极践行安全管

理制度，坚持“一月一主题、一月一活动”，有效消除了各类

安全隐患。紧紧围绕全矿生产经营各项任务目标，开展多

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有效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确保

矿井稳产高效。 （杨鹤）

万年矿工会
践行安全管理确保稳产高效

近日，秦皇岛开发区按

照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调查阶段动员会安排，深

入企业开展调查工作。通

过先行调查，进一步熟悉了

调查阶段的内容和任务，了

解和掌握了调查的关键及

重点环节，为全面启动风险

普查调查阶段工作提供了

范本和依据。 （石鑫）

三河市供电公司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高

质量实施强电入地工程，进一步

提高供电质量。该公司逐步对

东市区主要街道、重点区域周边

架空线路实施强电入地，陆续完

成了北环路、西环路、府东路、和

平街等区域工程建设，共敷设

10千伏电缆9.42千米、0.4千伏

电缆1.1千米，拆除高压电杆93

基、低压电杆8基，新装高压电

缆分接箱33台、低压电缆分接

箱9台，搬迁变压器18台，拆除

变压器7台。上述工程竣工后，

将进一步改善北环路两侧、武装

部至102国道、大朗台公园至九

中路口、和平东街等区域的人居

环境，有效承载了市场监督管理

局、妇幼保健院等重点单位及相

关公共场所、居民社区95190千

伏安的负荷。（张安琪 庄宝山）

三河市供电公司

高质量实施强电入地工程

减资公告
河北南勋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85MA0DDX6U32)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8888
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公司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韩兴海
联系电话：18032281361

河北南勋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1日

遗失声明
孔力彤（身份证号：132330196101020012），房屋

所有权证不慎丢失，证号：530004154，坐落高邑县府前
路南侧阳光花园，房屋面积141.22 平方米，库房面积
22.48平方米，用途住宅，声明作废。

认领公告
1、某男婴，约2017年5月11日出生，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缺失。

2017年5月14日5时52分许，在邢台县会宁镇西沙窝村南小树林捡拾。
随身携带纸尿裤、湿巾、奶粉等。

2、某女婴，约2017年12月5日出生，一穴肛。2017年12月10日15
时许，在邢台县路罗镇赵洪村捡拾。

3、某男婴，侏儒症，2018年7月2日20时33分，在邢台市柏乡县西汪
镇东文安村捡拾，年龄约十个月左右。

4、某男婴，约2018年8月20日出生，唇腭裂。2018年8月21日7时
许，在邢台县小龙泉寺村边的公路上捡拾。

5、某女婴，约2018年9月19日出生，后鼻孔闭锁。2018年9月19
日，在邢台市社会福利院捡拾。

6、某女婴，约2014年9月17日出生，右眼缺失。2014年10月2日7
时许，在邢台市襄都区新兴东大街维多利亚健身馆门口捡拾。

请以上弃婴的生父母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邢台市社会福利院
认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联系电话：0319-2299801
邢台市社会福利院
2021年10月14日

遗失声明
周秀方遗失保定市满城区在水一方c区3号楼2单

元403购房收据3张，收据号0916257，金额一万元整；收
据号0961772，金额十二万元整；收据号0961758，金额
六万七千二百五十元整。声明作废。

秦皇岛开发区开展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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