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平台+先进设备”，为雄安考古引入尖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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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河北财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
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
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北财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

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河北财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4月29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河 北 乾 昊 佳

德 建 材 有 限

公司

河 北 龙 和 建

材有限公司

河 北 乾 昊 钙

业有限公司

原贷款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借款合同号
公借贷字第 2015043011 号（后

展 期 ，编 号 为 ：公 借 展 字 第

2016093003 号、公贷展变字第

2017032703 号、公贷展变字第

2017032703-2号）
公借贷字第 2014043010 号（后

展 期 ，编 号 为 公 借 展 字 第

2016093002 号、公贷展变字第

2017032702 号、公贷展变字第

2017032702-2号）
公借贷字第 2015051101 号（后

展 期 ，编 号 为 ：公 借 展 字 第

2016093001 号、公贷展变字第

2017032701 号、公贷展变字第

2017032701-2号）

担保人名称

1.河北乾昊钙业有限公司；2.河北龙和建材有限公司；3.河北佳昊洗煤

有限公司；4.河北乾昊伟德洗煤有限公司；5.河北乾怡德煤炭贸易有限

公司；6.河北龙和建材有限公司；7.河北乾昊贸易集团有限公司；8.齐伟

名；9.李海萍；10.齐浩宇；11.李晓彤；12.井陉正千德建材有限公司

1.河北乾昊钙业有限公司；2.河北乾昊佳德建材有限公司；3.河北佳昊

洗煤有限公司；4.河北乾昊伟德洗煤有限公司；5.河北乾怡德煤炭贸易

有限公司；6.河北龙和建材有限公司；7.河北乾昊贸易集团有限公司；8.

齐伟名；9.李海萍；10.齐浩宇；11.李晓彤；12.井陉正千德建材有限公司

1.河北龙和建材有限公司；2.河北乾昊佳德建材有限公司；3.河北佳昊

洗煤有限公司；4.河北乾昊伟德洗煤有限公司；5.河北乾怡德煤炭贸易

有限公司；6.河北龙和建材有限公司；7.河北乾昊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8.齐伟名；9.李海萍；10.齐浩宇；11.李晓彤；12.井陉正千德建材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号
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0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1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2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3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4号、公高保字第2015032725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0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1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3号、

公高抵字第 2015032724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0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1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2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3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1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2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3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4号、

公担保字第2015043015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6号
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0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1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2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3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4号、公高保字第2015032725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0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1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3号、

公高抵字第 2015032724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0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1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2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3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7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8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19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20号、

公担保字第2015043021号、公担保字第2015043022号
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0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1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2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3 号、公高保字第

2015032724号、公高保字第2015032725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0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1号、公高抵字第2015032723号、

公高抵字第 2015032724、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0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1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2 号、个高保字第

2015032723号、公担保字第2015051111号、公担保字第2015051112号、公担保字第2015051113号、公担保字第2015051114号、

公担保字第2015051115号、公担保字第2015051116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拟对唐山兴华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该债
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
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6,383.54 万
元。债务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开
平区开平公园西侧，该债权由唐
山 市 巍 山 耐 火 材 料 有 限 责 任 公
司、曹世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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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
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3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3

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王彬

联系电话：0311－89167959
电 子 邮 件 ：wangbin@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石家庄市自强路

118号中交财富中心3号楼26、2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311－891690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子邮件：
zhaosongqi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

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4月29日

资产处置公告 减资公告
雄县鑫源门窗制作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638MA07TKWU5R，经 股 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0000000元
减少至5000000元。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巍
联系电话：13730155089
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雄县

将台路
雄县鑫源门窗制作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2007届

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顾糠钰毕

业证书（编号：134111200705000264）及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 编 号 ：

1009442007006364）丢失，声明作废。

▲廊坊日报杨旭升新闻记者证遗

失，证号：B13001155000101，声明作废。

▲廊坊日报王红丽新闻记者证遗

失，证号：B13001155000029，声明作废。

▲廊坊日报王爽新闻记者证遗失，

证号：B13001155000143，声明作废。

▲廊坊日报金志超新闻记者证遗

失，证号：B13001155000008，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20届内科学专

业研究生毕业生朵小新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10089200631，声明作废。

▲李亮新闻证者证丢失，证号：

B13003955020009，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长

安交警大队民警王军平人民警察证丢

失，警号：004310，特此声明。

▲高磊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77844，特此声明。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2019届计算

机应用技术专业专科毕业生顾云鹏就

业协议书丢失，编号：01901854，声明

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020 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四年

制本科毕业生刘宇健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0200377，声明作废。

▲韩中山医师执业证书丢失，证

号：110130400008556，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民警常雪欢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警 号 ：003310，特 此

声明。

为了弄清雄安热土上的文明演进，
201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馆员何岁利抵达白洋淀东南角
的鄚州镇，围绕那段尚残存的城墙，展
开对鄚州城的调查和勘探。

“现存城墙是否鄚州城墙？鄚州城
几度废弃，是源于战乱还是自然灾害？
为何新旧两个城池相距如此近？最终，
我们把目光投向影响古城选址营造的
水环境。”何岁利说，这对当下的雄安建

设尤为重要。
不是立足于某一点的研究，而是以

区域为格局，从环境大视野来考量。
何岁利曾带队历尽艰辛，勘探了30

余万平方米，进行了500平方米发掘，对
鄚州城遗址周边环境古今变迁进行细
致分析，尤其注意观察河流冲积等可能
影响遗址埋藏的地貌信息。“树立了一
个考古调查的标杆。”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魏坚指出，该遗址的调查和勘探推进

了白洋淀区域生态环境演变、人与自然
互动关系研究等工作，为雄安新区建设
提供了极为详实的基础资料。

三年多来，雄安考古不仅应用了目
前国内较流行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
法理念，且针对新区深处冲积平原的地
理特点以及服务新区建设的目标，在工
作中及时创新和调整策略，比如坚持聚
落考古理念，核心地带和边缘区域并
重，系统考察聚落格局及功能分区；注

重区分遗址文化堆积的原生或次生属
性及其分布规律等情况。

“目前，已完成雄安新区全域范围
内的文物调查，还完成了起步区内50处
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勘探
面积 213.5万平方米。”雄安新区联合考
古队总领队毛保中研究员说，在不断创
新调查和勘探方法的指导下，雄安考古
调查确定的遗址数量不仅较以往大有
增加，且对各遗址内涵、埋藏状况、本体
特征、分布规律、古代环境的认识更加
清晰明确，为今后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
提供了翔实信息。

新理念、新方法、新设备、新技术不断采用，探析雄安古今变迁、历史文脉——

科技创新助力雄安考古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4 月 1 日，沧州市人民公园重新开园，健身
器材区迎来了很多健身群众。一些人戴着手套
健身，还有一些人则随身携带消毒喷剂或湿巾，
健身前先给器材消消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防止人群聚集，我省
很多公园闭园。近期，随着许多公园陆续开园，
沉寂的健身器材区又热闹起来。不同的是，许多
人在使用健身器材时会关注其“健康状况”。

为保证开园后群众能够安全使用健身器
材，我省许多公园加强了对健身器材的清洁和
消毒工作，并将其列为公园开放的必要条件。

疫情期间，石家庄市体育公园除了足球场、
篮球场等场地外，包括健身器材区在内的部分区
域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石家庄市体育公园管理处
副主任谢志堂说：“疫情发生前，我们每天都要进
行一次健身器材的清洁。现在，工作人员除了对
器材保洁外，每天上、下午还要分别进行不低于
两次的消杀工作，以保障健身器材的使用安全。”

据介绍，随着天气转暖和疫情防控形势不
断向好，该公园日均人流量也从之前的百十人
增加到现在的三千多人，健身器材区迎来了更
多健身群众。除了对健身群众测体温、要求必
须戴口罩外，园方还安排保安对健身区域的人
流进行监控，在人员密集时及时进行疏散。

除了公园，如今社区内的户外健身器材也不少，这些健
身器材的“健康”有保障吗？

家住石家庄市长安区某小区的赵先生表示，小区的物
业人员虽然也会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但相比于对电梯、楼
道消毒要责任到人、记录在册，健身器材是否消毒、何时消
毒、消毒是否到位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用人群
是否健康也基本无人监管。

“健身器材是否安全关系到群众的人身安全，给健身器
材穿上‘防护衣’非常必要。”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马
剑表示，无论是公园还是社区，相关责任单位都应该建立起
规范科学的制度，对公共健身器材进行消毒清洁，并做好使
用人群监管工作，把疫情防控网扎得更密更牢。

“疫情给我们提了个醒：即使是在疫情结束后，无论管
理者还是使用者，都应该自觉加强对公共健身器材的管理、
清洁，确保其能够更加‘健康’地为群众健身服务。”马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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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从日前召开的2020年全省体育
工作会议上获悉，我省将启动
实施体育（冰雪）产业升级三年
行动计划，安排专项资金，出台
支持各市加强研发创新、产业
规划、宣传推介等措施，支持各
市均打造 1-2个体育（冰雪）产
业综合体或体育（冰雪）产业小
镇，创建 2-3 个省级体育产业
示范单位（项目）。

2019 年，我省体育产业发
展步伐加快，实施体育消费券
惠民补贴政策，冰雪+旅游加速
融合发展，张家口高新区获评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石
家庄英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获
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
单位、示范项目）达 82 个。今
年，我省将继续大力发展体育

（冰雪）产业，以举办首届“京津
冀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为
载体，推动成果转化对接和优
秀项目推介；以举办石家庄国
际冰雪（体育）产业博览会等产
业活动为抓手，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投资；以实施体育消费券
补贴政策为导向，引导更多群
众参与健身运动。

我省将启动体育（冰雪）
产业升级三年行动计划

随着许多户外开放健身

区域重新热闹起来，健身器材

清洁和消毒问题不容忽视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把创造“雄安质量”要求贯

彻落实到建设发展的各领域各

环节，雄安考古人作出不懈努

力。作为传承雄安历史文脉，

先行于新区建设的考古工作，

在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

的规划和指导下，雄安新区联

合考古队从宏观构建、从中观

推进、从微观入手，努力探索和

运用新理念、新方法、新设备、

新技术，不断打造雄安考古中

的“雄安质量”。

容城县小里镇东小里村一处民宅
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建红
趴在电脑前，指导年轻考古队员们操作
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这是为雄
安新区文物考古所搭建的平台，现在片
刻都离不开。”雷建红说。

村外不远处是东小里-白龙西南墓
地群。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雷建红带
队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 123 处
墓葬。2019年，他又带队勘探了20万平
方米，发现各类遗迹 244 处，包含砖室
墓、灰坑、灰沟、窑、井、不明遗迹……

这是浩大繁琐的工作量，然而新平
台配合新科技的运用，让雄安考古变得极

为高效。勘探和发掘中，队员们手持终端，
一旦有所发现，及时拍照、登记资料、坐标
定位、文字记录……“当场将原始信息上
传至平台，相当于同步建起数据库，可随
时调出资料来整理，还能远程登录，对后
续研究工作而言影响深远。”雷建红说。

自雄安考古开展以来，就非常注重
数字化采集。联合考古队不仅制定流程
方法、记录规范等，设定数字化理论布孔
图，统一编号、实地探查，还采用航拍、三
维建模等手段，将地层堆积、遗迹等信息
即时数字化，做到一定范围内数据共享。

如果说数字化平台是在宏观上建
起“兵器总谱”，那么激光雷达无人机、

三维定位测量仪器等“六脉神剑”般的
现代技术，则直接把罗盘、皮尺等老物
件送进了博物馆。

2017年 5月 28日，雄安新区联合考
古队成立，当古老的洛阳铲在南阳遗址
打下第一铲时，一架架装载激光雷达测
绘系统的无人机，就一飞冲天，翱翔于
遗址上空。南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张晓峥说：“鹰眼般的大视角，让海量数
据瞬间获得，所生成的地图上，屋舍、街
巷、河流、田地的形状位置大小等一目
了然。”记者了解到，正是利用这种先进
技术设备，联合考古队短短数天就完成
了雄安新区起步区的测绘。

而三维定位测量仪器“RTK”，则让
地面信息采集精确到厘米级。“高效准
确，推动了考古工地‘无纸化’。”曾在上
世纪 70 年代参与发掘战国中山王墓的
老技师康三林，是最早来到南阳遗址的
考古工人。他告诉记者，以前手动布置
三四天的探方，如今利用这台仪器 1 小
时就完成，通过实景三维建模软件，半
个小时就生成3D实景影像图。

飞天遁地，科技领航。三年多来，
联合考古队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
目前数字化信息采集已实现新区全覆
盖，为进一步完善河北考古学文化的谱
系编年和时空框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资料，为延续新区历史文脉、服务新区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月的广州，春暖花开。尽管此刻
已是暨南大学教师，郭明建却总会想起
广袤的雄安田野。作为雄安新区联合
考古队二组组长，郭明建在过去 3 年里
全程参与了雄安考古的调查、勘探、发
掘和资料整理，对考古中的“雄安质量”
深有体会。

“我的理解，雄安考古中的‘雄安质

量’，一方面体现在考古信息系统等先
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以及环境考古、
遥感考古等学科交叉研究课题的实施，
另一方面更体现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
掘中的极为具体的方法创新和工作细
化。”郭明建说。

其中，不得不提到以最小堆积为基
础单位的考古发掘方法。“以研究人体

打个比方，以前是以四肢五官等为最基
础研究单位，如今是以组织或细胞为最
基础研究单位，独立进行测绘、影像等
操作，自然了解得更精微清楚。”郭明建
说，这一方法便于随时纠误，能更有效
复原堆积形成过程，往往对整个遗迹性
质和堆积形成带来全新认识。

类似这样的精细化操作，必将越来

越广泛地运用在雄安考古中。
“比如南阳遗址发掘中，我们既注

重引入‘大南阳’概念涵盖整体，同时也
特别注意对具体堆积的精细化发掘和
整理，透物见人，针尖绣花，让文物自己
鲜活起来。”张晓峥说，精细化的发掘和
资料整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客观精
准的材料，不仅是我国田野考古技术和
理念不断进步的结果，更充分反映了考
古人对“雄安质量”的孜孜追求。

“区域系统+环境考古”，为雄安城市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针尖绣花+质量意识”，打造精细化考古样板

2017 年
10 月 19 日，
雄安新区联
合考古队工
作人员正在
容城县南阳
遗址进行考
古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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