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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例例行行政政首首长长出出庭庭应应诉诉案案开开审审
滨城工商分局作为被告，该局副局长出庭应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5年8月5日11时，通过河北省
产权交易中心在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上以电子竞价方式，依
法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整体进
行公开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的标的物：山
东省惠民县大年陈镇工业园解
放路以西的厂房及土地。证载
房产面积：4497 .04平方米，房屋
所有权证：惠民县房权证惠字
第hsp201502001号;证载土地面
积：982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
惠国用(2015)第33号。整体拍卖
保留价：674 . 37万元，竞买保证
金:70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
点：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5年7
月28日，在标的物的现场进行
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
买人应在2015年8月3日16时前
将竞买保证金交到法院指定账

户(收款单位：河北产权市场有
限公司；账号：101310112480；开
户行：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营
业部；行号：104121004004；以到
账为准)，并于2015 年8月3日
16时前凭银行出具的竞买保证
金交款凭据及有效证件到河北
省产权交易中心或约定地点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查询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河北法院
网、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网。
联系人：段先生
联系电话： 0311-66635024 、

15930161258

执行法院电话：0317-4169858

法院监督电话：0311-66707509、
0317-2204665

地址：石家庄市石清路9号河北
公共资源大厦一楼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年7月16日

司法拍卖公告

本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李永康 李贵青 记者 王领
娣) 15日，滨城区法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审理了原告山东省滨
州市黄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不
服被告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滨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纠纷一
案，该局副局长出庭应诉。这是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
来，区法院审理的首个行政首
长出庭应诉的案件，也是全市

首例。
经法庭调查，合议庭将本

案焦点归纳为被诉工商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正确，
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
正确。案件双方针对争议焦点
提交证据，并相互发表质证意
见。合议庭在充分听取双方当
事人的意见后，将对该案进行
充分评议，庭审结果择日宣
判。

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新行
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对
于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
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相对
人平等对话，避免了群众因“告
官不见官”而产生不必要的猜
疑，有利于树立行政机关依法
行政的形象，营造官民平等的
法治氛围，提高政府和司法公

信力。其次，有利于行政机关全
面掌握案情，准确把握矛盾焦
点，进而充分调动行政资源促
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最后，
通过参加庭审，行政机关能够
了解案件的第一手资料，切实
感受到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有利于行政机关进一步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促进依
法行政。

残残残残疾疾疾疾评评评评定定定定

到到到到家家家家门门门门口口口口
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能依法享受国家的惠残政策，15日，沾化区残联组织残疾人等级鉴定医生到黄升镇集中为全镇评残人员现场免费

鉴定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现场受理残疾人办证申请。活动现场共进行医学鉴定95人，现场受理办证申请52件，受到广大基层评残人员的好
评。 本报通讯员 孟令旭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京京博博梦梦””助助学学征征集集寒寒门门学学子子
本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周康飞 记者 李运恒) 为打
造京博慈善助学品牌，2015年
京博控股主办以“感恩”为主题
的第三届“京博梦·大学生助
学”活动，并面向社会征集寒门
学子。

本次助学行动由京博控股
与齐鲁晚报·今日滨州联合主
办，征集的关爱对象为滨州市
2015年新考入大学(本科)的学
生。申报条件包括：单亲或孤
儿；家庭经济困难，无固定收入
或收入微薄；户籍属于滨州籍。
申报资料包括：大学本科录取
通知书复印件、户口本复印、身

份证复印件、村委(居委会)开
具的贫困证明原件、“京博梦·
大学生助学行动”申请表，所提
报材料都为一式两份。

此次助学行动共面向全市
征集20名寒门学子，每人将获
得3000元助学金，本报也将对
部分优秀学生进行特别报道，
通过文字与镜头，探访这些莘
莘学子背后的坚强与努力，通
过他们的故事传播社会正能
量，与此同时还将邀请之前得
到过帮助的寒门学子，与刚刚
征集的寒门学子一起交流分
享。

一、申请表领取地点：
1、滨州市各县区京博“家”

油站，咨询电话：4 0 0 - 8 1 1 -
3138。

2、网站首页下载：
www.jingbo.net。
3、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编

辑部(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城大
厦八楼记者部)。
二、活动联系方式：

1、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马红 电话：2873108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8:00)。

2、齐鲁晚报记者 李运
恒，电话：18654399035。

三、资料申报方式：
1、放置滨州市各县区京博

“家”油站。
2、邮寄至--滨州市博兴经

济开发区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工会办公室 马红
(收)电话：2512127。

3、送至滨州市黄河十路渤
海九路锦城大厦八楼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编辑部。
四、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7月
20日。

(备注：此大学生助学金原
则上不得与其他同类救助一起
获得)

网络访谈公告
滨州市港航局局长杨学峰、

滨州市铁路局局长鲁宝国，将于
22日下午3时，做客“中国·滨州”
网，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在身
边”主题访谈，围绕港口通航、铁
路建设情况与网友进行在线交
流，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欢迎网
友提交问题，积极参与。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无棣县盐务局开展

工作纪律突击检查

本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孙
栋 记者 王晓霜 ) 为进一步
严肃工作纪律，掌握和了解各部
门、单位对于考勤制度、请销假制
度的执行情况。近日，无棣县盐务
局审计督查处对各部门、单位进
行了突击检查。

从督查情况看，各部门、单位
均能认真执行考勤制度和请销假
制度，实行上班签到、下班签退制
度。绝大多数职工都严格执行考
勤制度和工作纪律，没有发现职
工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随意外
出干私事、脱岗、迟到、早退等现
象，工作秩序井然，工作状态良
好。但也存在个别职工不能很好
的执行相关工作纪律的现象，针
对这一情况，审计督查处工作人
员现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
相关人员事后写出自查报告，做
好检讨说明。

通过不定期开展突击检查，
切实提高了全体职工的纪律意
识，逐渐培养了职工的制度自觉
性，促进了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
提高了工作效率。

滨州海通嘉华地产有限
公司因公司变更公章作废，
章号：3723020005349，特此
声明。

滨州海通嘉华地产有限
公司因公司变更合同章作
废，章号：3723020005354，特
此声明。

滨州海通嘉华地产有限
公司因公司变更财务章作
废，章号：3723020005350，特
此声明。

滨州市海通地产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5日

变更声明

滨州电子竞技联盟2015黄金联赛8月开战

找找齐齐你你的的小小伙伙伴伴称称霸霸英英雄雄联联盟盟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韩志伟) 本报组织的首
届滨州电子竞技联盟2015
黄金联赛将于8月8日重装
上阵，首届赛事的比赛项
目最终确定为英雄联盟，
如火的8月，还等什么，赶
快组建战队来一决雌雄
吧！

滨州电子竞技黄金联
赛也是滨州首次以联赛形
式组织的电竞比赛，采用
抽签淘汰赛制，单场定胜
负，前三名将获得奖励。电
竞赛事游戏每赛季都将不
相同，而本届赛事将选择
英雄联盟作为开赛项目，
凡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
可报名参赛，组委会也准

备了丰厚的奖品和纪念品
回馈给第一届参赛的选
手。

电子竞技是电子游戏
达到“竞技”层面的活动，
电子竞技在世界已经有了
十多年的发展。随着行业
的不断规范、主流媒体的
关注、商业化、规范化的趋
势已愈发明显，特别是传
出“电竞申奥”的消息后更
是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是
炒作还是确有此事，都说
明了电子竞技已经有了一
定的影响力。电子竞技作
为一个新兴的竞技体育项
目，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
个具有现代竞技体育精神
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电子

游戏竞技运动。电子竞技
也是一种职业，和棋艺等
非电子游戏比赛类似，
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
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
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
项目。

比赛时间：2015年8月8

日8：30

比赛地点：黄四渤七
影剧院广场E恋网络会所

报名时间：截止2015

年8月3日
报名费用：20元/人(每

个战队最多6人)

报名方式：
1、关注齐鲁晚报今日

滨州官方微信，在线支付
报名；2、黄十渤九锦城大

厦8楼齐鲁晚报今日滨州
现场报名；3、黄四渤七影
剧院广场E恋网络会所现
场报名

咨询电话：0 5 4 3—
3210008 18266556162

13589746230

参赛奖励：冠军500元
现金+500元网费；亚军300

元现金+300元网费；季军
200元现金+200元网费(奖
品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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