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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昔日郑州地标裕达国
际贸易中心（以下简称裕达国贸），
其多数商用物业资产正被挂拍。1
月21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在京
东拍卖频道发现，该宗司法拍卖标
的总计 101 处房产，面积合计约
13.5万平方米，估值约18.34亿元、
起拍价约12.84亿元，起拍时间为2
月23日，资产处置方为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核对，此次实施法拍
资产的规模，占到了裕达国贸总建
筑面积的八成以上，涉及餐厅、酒
店、购物中心、写字楼等等。

1月21日，郑州裕达国贸将被
整体拍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传播，
其源头来自京东拍卖频道。京东拍
卖显示，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
220号裕达国际贸易中心内101处
房产，为首次拍卖。该项目所包含
的房产总面积135134.31平方米，
用途为商业服务及办公，房产项下
土地的地类（用途）为综合，土地使
用权类型为出让。该项目含房产装
修及酒店动产，评估总价约18.34亿
元。网拍页面另提供了拍卖标的物

《房产清单》及两份《固定资产折旧
明细表》。

当日，京东集团公关部告知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该笔网拍信息是
在1月20日挂出，资产处置方为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裕达国贸究竟要被拍卖多少资
产？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多方求证，
大致梳理出如下信息：此次裕达国
贸将被拍卖的资产规模，占该项目
总建筑面积的八成以上。主要包括
三个单元：裕达国贸酒店（含餐厅、
泳池、酒店客房等设施）、裕达福福
购物中心（一至四层商用裙楼、单层
约4000平方米）、裕达国贸写字楼。

此外，在拍卖平台公示的两份
《固定资产折旧明细表》中，详细记
录了上述资产附属物有咖啡机、沙
发、办公电脑、桌椅、台灯、画灯、壁
灯、古筝、排风扇、电视机、蛋糕柜、
空调等，上述内容共60余页。

过往数年，坊间关于裕达国贸
资产处置的传闻，几乎每年一个样、
无一为实。直至1月20日此次网拍
公告发出，才算正式落靴。

郑州裕达国贸拍卖资产，12.8亿起拍
标的总计101处房产，面积合计约13.5万平方米，起拍时间为2月23日
□大河财立方《极刻》团队记者 杨霄 陈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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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61340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689167元。

1 月 20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009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1、
03、20、29、32”，后区开出号码“05、
12”。当期全国销量为2.70亿元，为
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733万元。

当期全国开出1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1000万元，落在河北廊坊，
中奖彩票为一张 252 元复式投注
票，单票总奖金1007万多元。由于
河北廊坊这位幸运购彩者没有采用
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少拿
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错过中
得封顶180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
的好机会。当期，二等奖开出 103
注，单注奖金11.26万元。其中41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9.01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0.27万元。三等奖开出197注，单
注奖金为10000元。奖池方面，当期
开奖结束后，8.65亿元滚存至1月
23日（周六）开奖的第21010期。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发布两则公告，“金豆豆”
等65款即开型体育彩票以及2016
年印制的各批次即开票，将于2021
年3月20日24时停售，5月19日24
时停止兑奖。国家体彩中心发布的
《关于停止销售“金豆豆”等65款即
开型体育彩票游戏的公告》显示，本
次停售的体彩即开票共有65款，游
戏名称包括“金豆豆”“红色印迹”

“福禄寿喜”“吉祥如意”“好彩头”
等，面值涵盖2元、5元、10元、20元
和30元。同时，国家体彩中心还发
布了《关于停止销售在售即开型体
育彩票游戏中2016年印制的各批
次彩票的公告》，在全国范围停止销
售即开型体育彩票游戏中2016年
印制的各批次彩票，具体印刷批次
号是9位数字的即开型体育彩票：
前五位为“12016”和“22016”。

我国的彩票兑奖有效期一般为
60个自然日，本次停售的这些体彩
即开票的停售时间为2021年 3月
20日24时，兑奖截止时间为5月19
日24时。温馨提示，手上有这些即
开票的购彩者，如果您的票中奖了，
请抓紧时间兑奖。 中体

体彩大乐透开1注一等奖
当期筹集公益金9733万元

全国唯一头奖落河北

两类体彩即开票即将停售

本报讯 新的一年，为唤起更多人
心中的温暖和善意，营造一个更加和谐
友爱的社会环境，大河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近期共同倡议发起

“2021，让幸福来敲门”新春公益行动。
虽然春节越来越近，但因近期国内疫情
现状，全国各地纷纷倡导减少出行、原
地过年。为此，我们除了将爱心物资“新
春福袋”送给困难家庭、孤寡老人、环卫
工等基层特殊群体外，也将温暖和善意
扩散给计划留豫过年的外地困难务工
群体，让因疫情而坚守的外来务工者，
同样感受到来自异乡的新春祝福！

“这个活动主题太暖了，让我们一
起用行动来敲开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
的幸福之门吧！”“我们是漯河三铭吾公
益中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从事公益事
业，看到大河报的报道后就想参与这个
活动。”“我们的团队，有一些爱心人士
报名参加活动，捐助一些棉衣，探访困
难家庭儿童，希望能福惠到这些孩
子。”……连日来，河南省福兴儿童公益
基金会副秘书长、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合伙人韩晓燕和“羊肉哥”孙合理等，不
少公益团体和爱心人士纷纷致电记者，
为该活动点赞并积极参与报名。河南
舒适家行业联盟还特意为活动制作了
电子海报，呼吁企业奉献爱心。

活动期间，大河报将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将组织志愿者团队、爱心企
业、个人，针对一些困难家庭、孤寡老
人、环卫工等基层特殊人群，以及因疫

情计划在豫过年的困难外来务工群体，
选择有代表性的家庭、个人上门探访，
并送上装满爱心物资的“新春福袋”，希
望这一形式不仅能够敲开这些特殊人
群的家门，更能够敲开社会上更多普通
人的心门，在新的一年里，给予身边需
要关爱的人更多的温暖。

若有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
团队、爱心人士想捐献爱心物资，加入
到本次送“新春福袋”的暖心队伍，让

“新春福袋”送得更多，受惠的范围更
广，可于上班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17839912266，奉献您的爱心。如果您
是留豫过年的外来务工者，或者您身边
有这样的人，或者您属于符合上述受助
条件的人员，也可拨打这个手机讲述您
的故事。同时，大河报呼吁大家也可以
用自己的行动给身边需要关注的人送
上一份温暖，您可将自己送爱心的相关
照片、视频、文案等发送至邮箱 dh-
bzq@126.com（邮 件 标 题 请 备 注

“2021，让幸福来敲门”），大河报将择
优进行报道展示哦。征集时间截止到
1月31日，我们将边征集爱心和故事，
边带着“新春福袋”敲响您的门。

“2021，让幸福来敲门”公益活动引爱心汇流———

在豫过年的异乡人，“让幸福来敲门”吧！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本报讯 亲们请注意，要到郑州市
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儿，可别
跑错地方！1月25日起，该婚姻登记处
将搬迁进驻金水区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三全路与香山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
北），婚姻登记处位于服务大厅1楼东
北区域，旧址将不再作为婚姻登记办公
场所使用。

“婚姻登记业务已进驻政务服务办
事大厅啦，下周一就可以办理……”1
月21日下午，记者现场探访时，正好赶
上金水区“金小二”工作人员在婚姻登
记处咨询台前拍摄小视频，准备多平台
发布，便于更多辖区群众知悉，墙上和
咨询台上，“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8个
大字格外醒目。不一会儿，金水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主任郑建刚带人前来，忙
着在颁证室等处整理、摆放物品，“周末
全员加班，确保下周一正式在这里办理

前一切就绪”。
放眼过去，婚姻登记处显得格外喜

庆，咨询台后的背景墙，是婚姻登记处
标志性的大红色，此外，在中央开放区
域（如上图），圆形吊顶灯带下，整齐摆
放着多个红灰拼色沙发，旁边还有圆
桌、绿植。最抢眼的，是9个独立颁证
室内的“粉丝系”装修，屋顶、墙壁，以及
供当事人坐的沙发都是粉色的，看上去
特别温馨……

郑建刚表示，与旧址完全开放式的
办公环境不同，新址的颁证室是9个相
对独立的空间，可让办证空间更为私
密，尽量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干扰和影
响。与此同时，办证过程中，也由原来
的多个窗口“流水式”办理，改为在同一
个颁证室内“一站式”办理，“开始办理
后，不需要当事人来回移动，就可以直
接办好”。

请注意！1月25日起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搬新址

环境大变样 婚姻登记更“私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文 许俊文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