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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

公司天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杰华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长城汽车桥业有限

公司、保定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11月9日获得国家商务部初步同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杰华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长城汽车桥业有限公

司、保定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债务由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各公司债权人可自

2017 年 11 月 16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各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公司合并将依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玉婷

联系方式：0312-219781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保定杰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保定长城汽车桥业有限公司

保定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6日

□记者 高 珊

米白色的沙发、棕色木质茶几，墙上
还挂着温馨的装饰画⋯⋯如果不是桌面
上“原告”“被告”“审判长”等标牌的提示，
进到这间屋子里的人，会误以为走进了谁
家的客厅。其实，这是石家庄市裕华区法
院重新装饰布置的家事法庭。在这里，
双方当事人不再是剑拔弩张地对簿公
堂，而是在“家”中促膝长谈般倾诉烦扰、
化解纠纷。

2016年4月以来，作为最高人民法院
确定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
点法院，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探索了一系
列针对家事纠纷的创新举措和有益尝试，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夫妻闹离婚，先过半年考验期

“与到民政局协议离婚不同，夫妻离
婚闹到法院，大都是带着气来的。”石家庄
市裕华区法院槐底法庭庭长陈琪告诉记
者，前段时间，有位王女士到石家庄市裕
华区法院起诉离婚，理由是丈夫常年酗
酒，并且酒后吵闹不休。她已忍无可忍，
决意离婚。而与王女士态度不同，男方坚
决不离。

“通过我们的了解，这对夫妻的感情
还是很好的，问题就出在了男方酗酒上。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对他们适用婚姻
考验期制度。”陈琪表示，法庭给予男方 6
个月的婚姻考验期，还制作了内容详尽的
民事调解书。“在这 6 个月中，男方保证不
再喝酒，不再发生任何伤害妻子的行为。
如果做不到，6个月后，女方可以随时起诉
要求离婚。”

“婚姻考验期制度，正是我们对审判
婚姻家庭案件推行的创新举措之一。”石
家庄市裕华区法院院长梁景辰介绍，婚
姻考验期就是对不符合判决离婚条件
的、且被告坚持不离的案件，如果双方存
在缓和余地，那么，法官就加大调解力
度，给 6 个月以上的考验期，让双方有条
件地和好。如果不改，考验期满后视为
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协商不成均可以向
法院起诉。

“婚姻案件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涉
及家庭、子女、财产等方方面面。”陈琪表
示，在进行婚姻案件判决的时候不能简单

判离或不离，更多的是要引导和帮助当事
人修补、改善原有的家庭、婚姻关系。“能
够修复当然最好，修复不了，也要好聚好
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经过了 6 个月的考验期，男方没有
再酗酒，主办法官电话回访时得知，目前
两人已经能够和平相处。”陈琪对于离婚
考验期收到的良好效果感到很欣慰。

“婚姻考验期制度试行以来，第二次
到裕华区法院起诉离婚的当事人明显减
少。当然，在适用婚姻考验期制度的案件
中，也有一些夫妻没经住考验而最终离
婚。”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张
巧莲表示，即使是这些最后离婚的夫妻，
也明显少了之前的对立情绪，甚至能替对
方着想。

“半年时间，气也消了，能更理性地对
待自己的婚姻了。”一位当事人告诉记者。

当事人钻牛角尖，心理咨询
消融矛盾

“如果没有这次法院的心理辅导，我
们也许就离婚了。法院挽救了我的家庭，
也帮助了我的孩子。”提起之前起诉离婚
的事情，杨女士对法院满是感激。

原告杨女士与丈夫结婚多年，但丈夫
因工作需要长期出差。时间一久，两人之
间矛盾累积，丈夫对杨女士疏于关心，也
不再帮助她做家务、照顾孩子，杨女士一
气之下告到法院，要求离婚。

“我们闹离婚之后，对孩子的影响非
常大，老师反映孩子在学校变得孤僻、暴
躁，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不好，学习成绩
也直线下降。”杨女士提到儿子感到十分
心疼。

法院和杨女士沟通后，为他们提供了
心理咨询服务。“杨女士的儿子表示只要
父母不离婚，他一定好好学习，心理咨询
员又做了细致的心理辅导，对杨女士夫妇
触动很大。”陈琪介绍说。

“心理咨询后，丈夫改变很大。他更
关心孩子了，也主动承担起一些家务。”杨
女士撤回了起诉，现在家庭生活很和睦。

“在家事案件的审理中，当事人往往
存在心结，需要加以疏导。更有甚者钻牛
角尖，存着鱼死网破的报复心态，‘我不
好，你也别想好！’这些状况，既不利于当
事人充分表达诉情，也不利于法官对家事

案件的正确裁判。”陈琪表示，心理咨询的
介入，能帮助当事人释放情绪压力，厘清
思路，平静地面对问题，有利于消融矛盾，
弥合感情。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非
常重视心理咨询服务的开展，现今已有20
多名法官通过了心理咨询师资质考试。

“我们还与心理咨询机构展开合作，
在庭前、庭中、庭后给予当事人和家人心
理咨询方面的帮助，从心理上化解当事人
的对立情绪，维护家庭和睦及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陈琪表示，目前他们正在与一些
高校的相关专业院系联系，希望高校能提
供心理咨询方面的帮助，以便更好更常态
化地为当事人服务。

家事案件既多又杂，诉调对接
有效应对

挂起条幅，摆上桌椅，从立案咨询、诉
讼指导、民事答疑等多个角度，为社区居
民现场进行法律咨询、答疑解惑⋯⋯石家
庄市裕华区法院每年都要举行多次社区
法律宣传活动。

不久前，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到石
家庄市绿家小区进行法律宣传时，小区
居民吴女士就继承问题进行了现场咨
询。吴女士对遗产分割产生了异议，多
次想到法院起诉，通过现场咨询，法官们
帮她分析情况，给她详细说明了起诉可

能会产生的后果，最终吴女士打消了起
诉的念头。

“家事案件很多都是小事，但这些小
事牵扯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琐碎又
复杂。”张巧莲介绍，近年来，家事案件频
发、高发，仅就槐底法庭而言，今年该法庭
已收到婚姻家庭案件 600 多件，而法官仅
有3人。

如何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缓解
案件压力，成为各基层法院需要共同面对
的问题。就此，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与妇
联、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等进行沟通协调，
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充分借助社会各
界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合力建构有效的家
事纠纷处理网络。

“诉调对接制度的优势在于，当事人
所在的基层组织，往往比法院更了解情
况。在征求当事人同意后，由基层组织介
入进行调解，不仅切实解决群众诉求，还
有效释放了法庭压力。”陈琪介绍，诉前调
解成功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可以
对不涉及身份关系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
确认，出具相关的民事法律文书，无需再
进入复杂的诉讼程序；调解不成的案件，
法院立案庭也会为到场的当事人即时办
理立案手续，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今后我们还将借助‘互联网+’技术，
探索建立网上调解、网上司法确认等，面
向社会提供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网络调解
服务。”梁景辰说。

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创新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家事法庭巧断家务事

新能源汽车车主在保定市车管所安装新号牌。 记者 高 珊摄

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家事法庭庭审现场。（资料片） 张巧莲摄

□记者 尹翠莉

日前，一位妈妈在网上发帖，说女儿
到杭州上大学，除了电话费、买衣服鞋子
的费用，她每月给女儿 1200 元生活费，女
儿却抱怨她给得太少。关于大学生日常开
销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校
大学生的消费项目主要有哪些，在消费观
念和习惯上应该如何转变？记者对此展开
了调查。

我省大部分大学生月均消费
1000至1500元

“早餐 6 元左右，午餐和晚餐 10 元左
右，加上买饮料、水果等，一个月用在吃上
的大概有 1000 元。另外，手机话费，去超
市、商场买东西以及同学、老乡聚餐等，每
个月还会花掉几百元。”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大四学生杨子波给记者列
出了他每个月的花费清单，不算买鞋和衣

服还有其他贵重物品，一个月需要 1200
元到1500元。

“我的花费在学校里算中等吧。”杨子
波觉得，班里大部分同学消费还是比较理
性和节制的，但有部分同学热衷电子产品
和打游戏。“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换手机的
频率很高，经常分期付款买手机。还有一
个同学酷爱打游戏，光买装备啥的就得上
千元。”

在华北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读大三的
陈若涵告诉记者，爸妈每个月给她 1000
元生活费，她日常最大的开销就是伙食
费。此外，还要交网费、话费，买书和其他
生活用品。

大学生的花销和学校的位置、城市的
物价也有关。陈若涵说，自从学校搬到了新
校区，“进城”往返要3个多小时，而且她的
课程相对较多，所以一般都“宅”在学校，这
样一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就够用了。

不过，陈若涵坦言，自己几乎没有额
外的钱用于娱乐。“一次聚餐人均至少五

六十元。到周边游玩的话至少花费一两百
元，稍微远点就是奢望。”

记者又采访了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
贸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我省高校的多位
大学生，大部分受访者的消费都在 1000
元至 1500 元之间。在花费项目上，主要花
销是伙食费。此外，女生买衣服、护肤品需
要一定开支，而男生在电子产品和社交上
的花费较多。

养成理财习惯，让每一笔开支
都花得明白

“开学报到时，我给了他1500元。没想
到，不到半个月，孩子说钱花没了。”河北科
技大学大一学生家长常素英向记者诉苦：

“问他花在哪儿了，他只说开学需要置办很
多东西，但具体买什么了他却说不清楚。”

常素英说，现在大学生面临的诱惑太
多，花钱的地方也多，如果不给足够的生
活费，会担心孩子在社交方面受限，也担

心他走歪路从别的渠道筹钱。
因为没有计划，河北师范大学的林远

也遇到过捉襟见肘的情况。林远回忆，大
二的时候，父母尝试在开学初把半年的生
活费一次给她打过来，给她更多的“自
由”。结果，她一个月就花掉了大半生活
费。“如果再不节制，剩下几个月就要‘吃
土’了。”从那之后她就有了记账的习惯。

林远认为，影响生活开销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攀比心理”。“如果身边的朋友都
在穿某个品牌的衣服，或是用某个牌子的
电子产品，就希望自己也和大家一样。”

“树立理性的消费观，是每个大学生的
必修课。”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专职辅导
员康翠迪表示，在大学生生活费开支问题
上，“衣食住行学”应该作为大学生的主要
消费类别。除此之外，用于培养兴趣爱好、
提高综合素质的花销也有必要。

“家长不必对孩子过分担心，也无需
过分约束，应该给他们更多自己支配的空
间。”康翠迪认为，大学生不仅要学会怎么
花钱，更要学会如何管钱。

“养成记账等财务管理习惯，不单纯是
为了督促大学生省钱，更主要的是为了让
每一笔开支都花得明白。”康翠迪说，良好
的理财习惯养成后，无论是规划财富还是
规划生活，大学生们都能更加得心应手。

大学生生活费都花在哪儿了？

本报讯（记者马利）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对中小
学招生进行规范，严禁所有公办、民办学校提前组织
招生，包括提前进行招生宣传、提前组织报名考试、
承诺录取学生等。

按照该市教育局有关要求，严禁所有公办、民办
学校通过考试、测试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统一知识
性考试方式选拔生源；严禁依托民办培训机构组织
考试；严禁通过举办相关培训班或与社会其他教育
机构进行合作，开展选拔生源的各种活动；严禁任何
形式的生源摸底，各小学、初中及教职工不得以任何
形式，擅自向初中、高中学校泄露生源信息；初中学
校严禁依据小学生考试成绩选拔生源；严禁通过书
面或口头许诺、提供钱物资助、照顾分班等不正当手
段争抢生源；民办学校严禁以公办学校名义招生，不
准以虚假信息误导和欺骗学生及家长。

本报讯（记者宋柏松 通讯员李慧晴）近日，以
海港医院为龙头，海港区属八家镇卫生院、五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的秦皇岛市海港医疗集团
成立。这是我省首家人、财、物、法人相统一的区域
内纵向紧密型医疗集团。

组建后的秦皇岛市海港医疗集团，将充分发挥
海港医院的主导地位和优势作用，通过整合资源，构
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公立医院服务体
系。海港医院院长韩忠厚表示，海港医疗集团将尽
快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
就医新格局，增进各成员单位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
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问题。

本报讯（记者高珊、孟宪峰）11月20
日，保定、廊坊两市正式启用新能源汽车
专用号牌。按照公安部统一安排，今年
12 月底前，所有省份省会城市及部分地
市将启用新号牌；明年上半年，全国所有
城市全面启用。据介绍，新号牌不受尾号
限行限制。

“与普通汽车号牌相比，新号牌的外
观样式有明显变化。”保定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管所副所长赵保山介绍，新号牌以
绿色为主色调，增设了专用标识，增加了

二维条码、防伪底纹暗记、激光图案等防
伪技术，实现号牌唯一性和生产源头追
溯，提高了防伪性能。其中，小型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底色采用渐变绿色，大型新能
源汽车专用号牌底色采用黄绿双拼色。此
外，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号码增加一位，
由5位升为6位，其工本费仍执行现行普
通汽车号牌收费标准，每副号牌100元。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车主申领、安装
新号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增设新能
源汽车登记绿色通道或专门窗口，提供

延时或周六日换
牌服务，设置号
牌现场制作点，
提供号牌免费安
装服务等。

据介绍，目
前新能源汽车主
要包括纯电动汽
车、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和燃料
电池汽车。对于
国 产 新 能 源 汽
车，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在《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机动
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上进行标注；对于进
口新能源汽车，国家质检总局将在《进口
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上进行标注。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新能源汽车
注册登记时，将严格查验确认车辆，核对
主管部门标注信息，审核相关证明凭证，
依照法律规定办理登记。”赵保山表示。

新号牌启用后，对新购置的新能源
汽车，车主可以直接到当地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申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申领
的条件、程序和要求，与普通汽车号牌相
同。车主也可以通过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 预
先选定号牌号码，再到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办理登记。

那么，已经领取了普通汽车号牌的
新能源车可否换领新号牌？赵保山表示，
已经挂牌的新能源汽车由车主自主选择
是否换领新号牌。但是，原普通汽车号牌
丢失或损坏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予换发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对选择继续使用
普通汽车号牌的，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
信息系统进行区分管理，不影响车主享
受新能源汽车交通管理优惠政策。”

保定廊坊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以绿色为主调，不受尾号限行限制

本报讯（通讯员季永超 记者张
淑会）11 月 20 日，我省“先心病百万救
助公益行”项目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
医院启动。此项目计划用一年时间，对
我省 100 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进
行救助。

先心病是先天性畸形中最常见的一
类，约占各种先天畸形的 28%。据河北
医大四院心外科主任冯光兴介绍，先心
病发病率占出生活婴的 0.4%—1%，我
国每年新增先心病患者超过15万人。

据介绍，该项目由河北进德公益基
金会与河北医大四院联合发起。凡我省
的贫困先心病患者，均可报名申请，其中
在 0 至 18 周岁的患者可获优先救助。患
者申请救助时，需将低保证明或县级政
府部门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以往就诊
病历及相关检查资料等复印件和个人详
细联系地址，一并寄到石家庄市学府路
3 号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先心病项目
部 ，接 受 资 格 审 查 。项 目 咨 询 电 话
0311—86860053、 89900053， 传 真
0311—86831829，邮编050061。审查通
过后，河北医大四院将组织专家根据患
者病情确定手术人员名单。

本报讯（记者周远）从省民政厅获悉，2017年度
冬季京津冀退役士兵就业招聘会将于 12 月 2 日在
河北人才大厦举行。河北海事局、长城汽车、凯跃集
团等近 200 家京津冀用人单位已报名参会，将为广
大退役士兵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京津冀三地近年
来接收的自主就业（自谋职业）退役士兵持退伍证均
可免费参加。

河北人才大厦地址在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路9号
（裕华路与南小街交口西北角），从石家庄火车站乘3
路、8路、10路、14路、15路、22路、24路、27路、33路、107
路到客运总站下车，沿裕华路西行50米路北即到。

本报讯（记者马利）“2016年全省地方教育经费
总投入为 1420.38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0.44%。”
近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发布了2016年
全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布全省及各市、
县（市、区、开发区）去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

公告显示，2016年全省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
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
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幅分别为：8.11%、10.20%、
8.67%、12.63%、16.80%。

据统计，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
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企业办学中的企
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
费、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内的国家财政
性 教 育 经 费 为 1188.82 亿 元 ，比 2015 年 增 长
10.76%；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
在内的全省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为 1115.58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1.44%。2016 年全省公共财政教育
经费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为 18.44%，比上年增
加了 0.67 个百分点。

秦皇岛市海港
医疗集团成立

我省发布2016年教育经费执行
情况统计公告

全省地方教育经费
总投入增长10.44%

我省“先心病百万救助公
益行”项目启动

百名贫困先心病
患者可获救助

石家庄严禁
中小学提前招生

京津冀退役士兵就业
招聘会12月2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