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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55922元。

中奖注数
400注

0注
1113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0194期

中奖号码：9 4 1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61398元。

中奖注数
349注
283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0193期

中奖号码：9 3 3
“排列3”第20192期中奖号码

8 4 9
“排列5”第20192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82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11 12 21 34后区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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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20193期中奖号码

3 0 9
“排列5”第2019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83期中奖号码

8 4 4 3 1 1 2

3 0 9 6 6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03344元，
中奖总金额为160895元。

每注金额
7666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93期
中奖号码

5 10 13 18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1 注

260 注
4700 注
157 注
163 注
13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68988元，
中奖总金额为186794元。

每注金额
3096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94期
中奖号码

5 7 20 21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2 注

321 注
5203 注
302 注
293 注
21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1201 19 25 26 30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916189 元
265798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 注
96 注

1266 注
63131 注

1192139 注
10729153 注

1 注
3 注

88 注
3488 注

62018 注
451389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83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68817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2552308元。

【困局】老国企陷入新困
局，官司缠身，职工3个月
发不下工资

2019年过完年开始，河南
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连续
3个月发不下工资了，从干部
到职工，大家议论纷纷，为企业
未来担忧，为个人前途焦虑。

发不下工资的背后，并非
一时之困，而是多年的问题累
积，导致大厦将倾。

“建设集团隶属于河南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前身是 1953年 1月 29
日成立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建筑
工程局，2008年改制为河南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承建过
河南博物院等省市重点项目的
老牌国企。”河南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允春告诉记
者，然而，近年来，受宏观经济
下滑、融资成本高昂、商业模式
缺陷、内部管理规范性不足影
响，建设集团资金链断裂，出现
亏损，拖欠债务不能按期偿还。
随后，大量债权人起诉，建设集
团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主要
资产被查封。

眼看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是选择破产清算还是破产重
整？张允春介绍，结合国家和省
里国企改革政策，结合建设集
团自身情况，经过反复论证，大
家认为，建设集团具有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是河南省唯一一家省管国有建
筑企业，具有多年积淀的品牌
优势与平台优势，如果选择破
产清算，那么广大职工以及企
业涉及项目上的数千农民工的

岗位、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
虽然集团债务缠身，但只要引
进投资，制定科学合理的破产
重整计划，企业有信心在一定
时间内“恢复元气”！

重整，不清算！定下这个基
调后，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破产重整。2019年5月24日，
郑州中院立案登记建设集团破
产重整案件，2019年7月31日
裁定受理该案。

【审理】中院院长“挂帅”，
用近一年时间通过破产重
整计划

企业资产情况如何？到底
负债多少？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
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 7
月31日，建设集团经审计后的
总资产账面值为 6.7亿多。根
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建设集团全部资产市场法
评估值为7.3亿多，清算状态下
评估值为7.1亿多。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共
528笔，确认债权金额为13.7
亿多，因诉讼、仲裁未决、条件
未成就等其他客观原因暂缓确
认的债权共69笔，涉及债权金
额为5亿多。经管理人调查建
设集团职工债权总额1441万，
共涉及职工257名。

也就是说，企业资产估值
7.1亿，而负债则达到了近20
亿，属于典型的资不抵债。怎么
办？

郑州中院受理该案后，组

织成立审理建设集团破产重整
案件工作专班，由该院院长李
志增任组长兼任审判长。

2019年7月31日，郑州中
院决定成立建设集团破产重整
清算组并指定建设集团破产重
整清算组为建设集团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2019年8
月 7日管理人向郑州中院申
请，请求许可建设集团继续营
业，并委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河南建设集团托管工作组（以
下简称托管组）托管经营。郑州
中院于2019年 9月 2日出具
（2019）豫01破31号决定书，
准许建设集团在管理人的监督
下由托管组管理财产和营业事
务。2019年 10月 14日、2020
年1月22日，分别召开了2次
债权人会议。此后，经过两次表
决，各表决组最终均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重整计划通过。

2020年7月21日，郑州中
院裁定批准建设集团重整计
划，终止建设集团重整程序。

【难题】从申请立案到裁定
批准破产重整计划，遇到
各种难题，如何解决？

难题 1：谁来为企业“输
血”？

做法：采用市场化方式，公
开招募战略投资人。

建设集团资不抵债，资金
链断裂，想要恢复“元气”，就需
要“输血”，谁来承担这个角色？
记者了解到，破产重整期间，通
过市场化方式，公开招募战略
投资人，2020年1月18日，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与管理人签订

协议，正式成为投资人。
难题2：企业破产，涉及的

45个项目怎么办？
做法：管理人申请，法院解

除企业“黑名单”，破产不停产！
“这个企业涉及了45个在

建工程项目，我们创新举措，向
各地发送破产事务协调函，积
极协调解除保全、执行措施，让
企业‘破产不停产’。”郑州中院
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副庭长邢彦
堂说，建设集团存在大量在建
工程项目，涉及建设方、承包
方、分包方、供应商、实际施工
人、包工头、农民工以及购房
人、政府等众多利益群体。如果
在建工程项目不稳定，则会导
致项目停工、供应商的各种款
项和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从而
引发更多新问题。

因此，在进入重整程序后，
根据管理人的汇报和申请，郑
州中院积极协调各地法院，解
除对建设集团的财产保全措
施，解除冻结银行账户 30余
个，解冻、划转资金2000余万
元，维护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积
极协调中止执行措施，保障了
建设集团重整后的正常经营和
后续健康发展。

难题3：在建工程农民工
工资如何保障？

做法：创新设立预留公益
债模式，保障实际施工人工资，
项目不停，那么就涉及到实际
施工人的工程款问题。不过，建
设工程挂靠为法律所禁止，向
挂靠人个别清偿亦为法律所禁
止，如何解决重整期间挂靠项
目工程款支付问题？

为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郑州中院创设了“预留公益债
模式”。邢彦堂介绍，目前，建
筑企业破产重整成功案件较
少，合议庭认为，发包人支付至
承包人建设集团银行账户中的
挂靠工程款属于建设集团的财
产，但实际施工人对此享有不
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如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产生于重整申请
受理前，实际施工人可作为债
权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行使权
利，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产
生于重整申请受理后，此不当
得利属于共益债务，应由建设
集团财产随时清偿。这两种情
况均不违反《企业破产法》有关
禁止个别清偿的规定。

难题4：500多债权人权益
咋保障？

做法：两套方案可供选择，
清偿率最高拟达到60%。

债权人的权益能否得到保
障，是企业破产重整能否顺利
实施的关键。为此，重整计划草
案设计短期一次性清偿和长期
留债清偿两种不同的清偿方
案，并赋予债权人根据自己实
际情况以选择权。

“500多债权人，40万以下
全部清偿，40万以上，有2种清
偿方案可供选择。”邢彦堂介
绍，短期一次性清偿，清偿率可
达到9.9%；长期留债清偿，则
在未来几年内，企业拿出1.5亿
经营收入加大清偿力度，最终
清偿率拟达到60%。“两种方
案满足债权人不同清偿需求，
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合法利
益，提高了重整计划草案的通
过率。”

【效果】4.65亿成本化解
19.7亿债务，其间职工工
资正常发放

不到一年的时间，这起破
产重整案件落下帷幕。效果如
何？

据介绍，为了彻底使建设
集团摆脱经济困境，改善自身
经营状况，真正恢复重整企业
造血功能，合议庭根据建设集
团实际资产负债情况，采用召
开听证会形式，听取债务人、部
分债权人、债务人职工代表等
多方面意见，对建设集团重整
可行性进行调查、分析、论证，
并多次与管理人、托管组、建设
集团进行深入沟通交流，从完
善企业管理体系、加强成本控
制、提高盈利空间、拓宽经营渠
道等方面进行探讨，对重整计
划草案进行多次提出修改建
议，以期实现企业重整后的可
持续发展。

张允春介绍，公司破产重
整之前，除了有巨额债务外，还
连续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但
是从破产重整开始，公司员工
利益与债权人的利益就开始得
到保障：在这个过程当中，职工
的工资正常发放，社保也不拖
欠，干部职工的队伍比较稳
定。最终，以4.65亿的成本化
解了19.7亿的债务，依法保护
了债权人的利益。

“从目前结果来看，通过破
产重整，企业、债权人、广大干
部职工等实现了多赢，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河南省政协
委员赵京辉表示，他认为，这是
一次法律智慧的高度实践。

承建过河南博物院的国企破产重整

4.65亿是如何化解近20亿债务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图片由郑州中院提供

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省建筑工程局、我省唯一一家省管国有大型建筑集团企业、承
建过河南博物院，却在成立半个多世纪后陷入困局：在全国各地官司缠身、负债近20亿，不
得不申请破产重整。如今，这家企业现状如何？近20亿债务如何化解？破产重整期间，职
工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28日，记者多方采访，还原这家老牌国企涅槃重生的过程。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