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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7月9日10时0分在汝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

拍卖系统上公开拍卖如下标的：汝州市锦隆实业有限公司越界开采矿产现场堆积物一批拍
卖。标的明细：

1号标的：汝州市庙下镇杨沟村汝州市锦隆实业有限公司越界开采矿产现场堆积物一（以
每吨单价价值拍卖，拍卖的数量以实际过磅为准）（保证金40万元）；

2号标的：汝州市庙下镇杨沟村汝州市锦隆实业有限公司越界开采矿产现场堆积物二（以
每吨单价价值拍卖，拍卖的数量以实际过磅为准）（保证金5万元）。以上详见评估报告。

标的详细资料请登录汝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rzggzy.com/）获取。有
意竞买者，请按规定缴纳保证金，保证金以到达指定账户为准，逾期到达的，不接受报名。若竞
买不成功，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6月30日-7月7日、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903808 15938972792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新华路中段豪享来楼上四楼 公司网址：www.hnjlpm.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5-6027932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夏季养生，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解暑
佳品绿豆汤，姜枣茶也是常被提到的食
疗方。可这两样东西一寒一热，到底哪
个更适合夏季饮用呢？

夏季喝绿豆汤是个不错的解暑方
法，但如果喝不对，不但难以消暑，还伤
身。因为绿豆性寒，空腹饮用会对脾胃
造成伤害。尤其四肢冰冷、腰腿冷痛寒
性体质的人，若空腹饮用会加重症状。
绿豆汤不可天天喝，成人一周喝2~3次，
每次一碗最佳。过量食用易消化不良、

腹胀、腹泻、痛经。幼儿肠胃功能较弱，
也应适当减少食量。另外，绿豆汤最好
用砂锅煮，因为绿豆的活性成分大多在
表皮中，若用铁锅煮，其中的类黄酮和金
属离子会发生反应，食用后可能造成肠
胃不适。

姜枣茶适合夏季饮用，并且特别适
合寒凉体质的人。中医认为，养生要“春
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天炎热，人体腠
理是开放的，体内阳气空虚。此时喝一
杯姜枣茶，既能补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
又能助阳气发散以排寒。除了体质寒凉
的人，经常吹空调的人也可以喝，姜枣茶
有助于发汗解表，还能帮助预防由于经
常吹空调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痛。

姜枣茶最好在上午喝，晚上不要喝，
避免引起烦躁失眠，另外要注意的是，阴
虚火旺、肝阳上亢、有内热者、热邪偏盛
或虚火内生的人都不适合喝姜枣茶。

大河

夏季养生，除了绿豆汤还有姜枣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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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销售总额为363624元，中奖
总金额为1371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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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起，“双重好礼 一蹴而
就”活动将在全国各地体彩实体店隆
重开启，百万头奖、千元电商卡、5G手
机、智能手表众多好礼等你来赢，惊喜
多多，快乐不断！

第一重好礼将从6月28日至7月
31日进行，只要走进体彩实体店，购买
任意面值“一蹴而就”主题即开票，如
果单张彩票刮中1000元奖级，不仅可
以获得 1000元奖金，还可获赠面值
1000 元电商卡 1张，奖品共计 3100
张，如7月31日23:59:59前奖品派送
完，则活动结束。

第二重好礼将从7月6日开始，只

要走进体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的
“一蹴而就”或“全民运动”主题即开票，
通过“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点亮
健康中国”活动页面，按提示扫描票面
保安区二维码，即可获得1次扫码抽奖
机会，5G手机、智能手表、电商卡等多
种好礼等你来拿。

“一蹴而就”系列即开票共包含5
元和20元两种面值，头奖分别为20万
元和1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上
市的5元面值体彩即开票头奖多为10
万元，此次5元面值的“一蹴而就”头奖
高达20万元。

“全民运动”即开票，面值5元，票
面由“拔山扛鼎、健步如飞、浪里白条、
挥洒自如”四种时尚运动状态组成，增
强了票面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即买即开即兑，方便好玩！这个夏
天，走进体彩实体店，刮一张精美动感的

“一蹴而就”或“全民运动”，唤醒全身的
运动细胞，奔向健康，一蹴而就。河体

刮“一蹴而就”“全民运动”赢双重好礼
购买体彩这两款即开票，即有机会奖上加奖

支持线上活动
群众居家健身活动丰富多彩

据介绍，3月初，由省社体中心、省
体彩中心和省医学科普学会主办的线
上社会体育系列赛事活动，包括了围
棋、象棋、桥牌、广场舞、东方舞、体育舞
蹈、广播体操、瑜伽、毽球、跳绳、定向、
轮滑、电子竞技、健步走、单脚站立、平
板支撑等16个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
省社体中心象棋教练王聚群说：“线上
棋牌活动的效果非常好，群众的参与度
非常高，尤其是线上象棋赛的网上观战
棋迷超过了14万人次。”

4月8日至29日，由省社体中心
和省体彩中心共同举办的“体育进社
区”健康家庭线上运动会中，马拉松评
比项目的视频播放量超过800万次，
群众反响热烈，提升了群众疫情期间
居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紧接着5月中旬，为积极响应国
家新推出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助力河南省
全民健身活动月各项活动的开展，河
南省青少年线上趣味运动会拉开帷
幕，掀起新一轮群众锻炼健身的热情。

“无论是赛事还是活动，线上还是
线下，都会产生组织宣传费用以及人
力、物力支出，所以也需要体彩公益金
的支持。”奥运会射击冠军、河南省社
会体育事务中心书记贾占波说，疫情
期间，这些线上体育活动的举办，为大

家搭建了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居家也
能参与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

引领科学健身
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全民健身的宣
传者、组织者、引领者。自今年年初，
省社体中心及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就号召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疫情
防护期间的积极作用，开展居家健身
微视频征集活动，通过微信群和网络
引领广大群众科学健身。

同时，还邀请了有丰富理论和实践
的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练、健美操教练
结合居家健身的特点，采用徒手、辅以
日常身边物品或者是小工具的方式进
行录制健身短视频；邀请医学专家，从
医学的角度对健身效果和注意事项进
行讲解点评。

据了解，太极养生桩功、指导员舞
蹈直播教学、30天抗击疫情线上健身
教学等“居家科学健身”内容，共收集录
制了近750多条健身视频上传网络，带
动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受到群众的广泛
好评。

“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在组织、倡导
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的过程中，离不开
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贾占波表示，
省社体中心将会继续利用好体彩公益
金，积极探索创新，把社会体育这一块
的赛事活动组织得更加多姿多彩。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23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疫情发生以来，虽然各种线下体育活动大幅度减少，但是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身影仍然没有缺席。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河南省社会体
育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省社体中心）积极探索创新，相继推出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云”健身。

支持线上活动 倡导科学健身

体育彩票公益金助力全民“云”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