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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潢川县电业局委托，我交易中心拟对其持有的潢川县城关镇中
山街航空南街道潢川县电业局和北京巨豪威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
有的房地产 50%产权进行公开转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433.47万元。

一、此次产权转让，已经转让方局党委会通过，并报经潢川县财
政局批准(潢财国[2 01 4]11 号)。

二、经信阳誉华宏大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 (信誉宏评报字
[2014]第 46 号)评估基准日 2 01 4 年 5 月 7 日，该资产评估报告已报潢
川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及备案。

三、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从事电力行业生产经营的企业；
2.具有良好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支付能力及良好的商业信用；
3.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受让截止时间 2014 年 8 月

15 日 16 时，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将采取拍卖及其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有意向受让方，请在公告期内到信阳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409
室)提交受让申请及相关材料，并交纳保证金(人民币 80万元，以银行到
账为准)逾期未提交受让申请及保证金视为放弃。受让成交后保证金
转为交易价款及交易费用，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款。

联系人：孙先生 程女士 联系电话：0376—6369916
监督电话：0376—5528615

信阳市申资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 7月 16日

潢川县电业局房地产产权转让公告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维修加固工程进入桥面铺装和加固维修阶段，为保证
大桥施工维修质量，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从 2014 年 7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禁止货车行驶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现将绕行路线通告如下：

一、由北向南方向货运车辆的分流路线
（一）G107 黄河大堤新庄立交桥—S311—郑云高速嘉应观收费站—郑云

高速—桃花峪黄河公路大桥—郑云高速广武收费站—古广路—大河路
（二）G107 黄河大堤新庄立交桥—S311—G107 复线—郑新黄河公路大

桥—G107 东四环
（三）原焦高速平原新区东收费站—原焦高速—京港澳高速—刘江黄河公

路大桥
（四）原焦高速平原新区西收费站—原焦高速—郑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公

路大桥
二、由南向北方向货运车辆的分流路线

（一）花园口互通式立交—大河路—古广路—郑云高速广武收费站—桃花
峪黄河公路大桥—郑云高速—郑云高速嘉应观收费站—S311—G107 黄河大
堤新庄立交桥

（二）花园口互通式立交—G107—G107 复线—郑新黄河公路大桥—
S311—G107 黄河大堤新庄立交桥

（三）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刘江黄河公路大桥—原焦高
速—原焦高速平原新区东收费站

（四）连霍高速/郑州绕城高速—郑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公路大桥—原焦
高速—原焦高速平原新区西收费站

施工期间，项目单位将在 G107 黄河大堤新庄立交、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两
端设置分流点进行货车劝返工作，对不听现场分流人员劝阻强行闯入禁行路
线的车辆，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严厉查处。

请广大车主自觉遵守，服从交警、路政、现场施工人员的统一指挥，由此带
来的不便，敬请理解。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公安厅
2014年 7月 21日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维修加固期间
货车禁行的通告

接 受 委 托 ，我 中 心 定 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厅依法对驻马店市东方

粮油集团公司 80％的国有股

权 进 行 公 开 拍 卖 。 凡 符 合

2014 年 6 月 28 日 在《河 南 日

报》和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发布的《驻马店市东

方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国

有股权转让公告》中的要求，

具备规定的受让条件，已足额

缴纳了保证金，并经驻马店市

产权交易中心资格审查合格

后的意向竞买人，于拍卖会前

到我单位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396-2609282
13938367358

驻马店市产权交易中心

驻 马 店 市 拍 卖 行

2014年 7月 21日

国有股权拍卖公告

本报讯 （记者程 梁 通讯员
宋德洋）7 月 15 日，鹤壁市淇县云
梦山鬼谷书院挂牌成为“河南省对
台交流基地”。这意味着两岸鬼谷
子文化的研究与弘扬有了新平台。

战国时期，鬼谷子在淇县云梦
山隐居授徒，培养了孙膑、庞涓、苏
秦等一代军事家、战略家、纵横家，
云梦山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古军
校。长期以来，淇县利用这一载体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整
理，先后成立了“河南省鬼谷子学术

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
研究会分会”，并与台湾鬼谷子研讨
会、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研究会
分会一道，先后在北京、台北、淇县
开展了30多场鬼谷子文化交流与世
界和平研讨活动。鬼谷子学术研究
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术影响的迅速
扩大，对我省的经济社会、旅游开发
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海峡两
岸同胞的情感交流、文化融合上作
出了特有的贡献，鬼谷子文化已成
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④4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历时
10 个月的精心拍摄，我省青春励
志电影《爸爸接我回家》7 月 20 日
在省人民会堂举行首映仪式，吸引
了众多影迷。

该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90
后”大学生张留根一直向往着忙于
开矿的父亲到学校接他回家，却总
是未能如愿。大学毕业后，他放弃
富二代的优越生活走进军营，却在
一次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片中
男主角积极的人生态度、甘于奉献

的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
该片导演李科说：“当下的‘90

后’已经成年，也许在很多人眼里
这是标新立异的一代。这部影片
试图用另一种声音告诉我们，这代
不被理解的年轻人身上也有很多
闪光点，相信影片会让我们重新审
视身边的父母、身边的孩子，以及
我们自身。”

据悉，该影片随后将陆续在全
国农村院线、各大中专院校、中小
学及部队放映。④4

沁阳彩市最近大奖不断。世
界杯竞彩沁阳 14838 销售网点一
彩民刚刚独中 40 万元大奖，顶呱
刮十倍幸运 25 万元大奖又花落

“怀府”，这真是喜上添喜。
当天，中出大奖的沁阳 14856

销售网点外边的地面上满是鞭炮
礼花的残屑，可见业主激动的心
情。然而，大奖得主似乎并没有过
分的激动，仍然在店内认真地刮着
自己的彩票，看来，这位“淡定哥”
有心让中大奖的传奇延续下去。
据了解，当天下午 18:00 左右，“淡
定哥”与好友小王（化名）一起到体
彩销售网点刮彩票玩，“淡定哥”刮
了几张 10 元票都没有中奖，小王
说今天运气不好，改天再玩吧。“淡
定哥”轻轻一笑：“来，把你卖不出

去的零散票都给我，我给你清清
仓”。谁知道幸运之神就这样静悄
悄降临，在这堆被“挑剩”的零散票
中，“淡定哥”只刮了 4 张就将十倍
幸运 25 万元大奖刮出来了。

许多彩民听说“淡定哥”的中
奖经历后，纷纷到网点索要零散票
刮奖，有意思的是，当天沁阳有三
个网点彩民从零散票里刮出 1000
元大奖两个、800 元大奖一个，500
元大奖一个！④11 （刘 刚）

两岸鬼谷子文化研究有了新基地

本土电影《爸爸接我回家》郑州首映

沁阳“淡定哥”:

“挑剩”的零散票中刮出大奖

本报讯 （记者陈 元）河南省
乒乓球队不再“裸奔”。20日上午，
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和平顶山市旭龙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河
南省男、女乒乓球队将身披“河南
旭龙”的战袍，征战各大赛场。

在签约仪式上，河南省体育局
副局长王鹏首先回顾了河南乒乓球
的辉煌历史，“咱们省曾经培养出葛
新爱、张立、邓亚萍、黄亮等世界顶
级高手，特别是邓亚萍曾获得 6 次
世锦赛冠军和 4枚奥运会金牌。还
有河南籍运动员刘国梁，他是中国

第一位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男
单大满贯得主。”不过，此后较长一
段时期，河南乒乓球进入了低谷。

2012年，我省交流到八一队的
运动员周雨在当年的全国锦标赛
上斩获男单冠军，随后又在 2013年
全运会上荣获双打和团体冠军，再
次彰显了河南乒乓球运动员的实
力。除了专业队逐渐走出低谷之
外，河南省的各类群众乒乓赛事也
办得红红火火，吸引了大批业余选
手参与。本次与旭龙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的合作，为河南乒乓再创佳
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④11

本报讯（记者陈 元）奥运会、
全运会都有自行车比赛，但那些比
赛比的是谁先骑到终点。昨天上
午，在新郑龙湖的烈日下，来自省
会新闻界的老记老编们参加的却
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比赛——“郑州
城轨交通学校杯”自行车慢骑比
赛，谁到终点用的时间越长，谁就
是胜利者。

这次比赛是由河南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办，郑州城轨交通学校

承办和冠名的，参赛的有来自省会
新闻媒体包括中央驻豫新闻单位
的近百名领导和一线编辑记者。
参赛选手要以尽可能慢的速度骑
完 70 米全程，中间身体的任何部
位着地则在总时间内扣除 5 秒，最
终以用时多者为优胜。经过激烈
而耐心的角逐，来自河南商报要闻
部的编辑沈威骑得最“慢”，捧走了
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另外还有 5 名
选手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④11

河南省乒乓球队不再“裸奔”

本报讯 （记者刘 洋）锣鼓声声，唐韵悠
扬。7 月 20 日晚，“纪念豫剧大师唐喜成诞辰
90 周年系列活动——廷聚唐派经典名段演唱
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如意湖文化广场举行。
来自全国 11 个省份的唐派第三代传人用一段
段精彩豫剧为戏迷们带来了一场消夏晚宴。

此次活动由河南电台戏曲广播娱乐 976、
河南艺术中心、河南省廷聚唐派戏曲艺术文化
中心联合打造。当今豫剧唐派艺术掌门人贾
廷聚与来自北京、湖南、云南等地的唐派第三
代传人们为现场观众献上了唐派戏歌《中国

梦》以及唐派代表剧目《血溅乌纱》、《三哭殿》等
经典剧目的精彩唱段。

78 岁的贾廷聚激动地说：“举办这场公益
演出是为了纪念豫剧大师唐喜成为豫剧事业
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是为了向大家推介新一
代唐派传人，希望豫剧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据河南省廷聚唐派戏曲艺术文化中心秘
书长贾高峰介绍，本次活动是纪念豫剧大师唐
喜成诞辰 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年年底还将
举办“当今豫剧唐派十大须生选拔赛”活动，挖
掘、发现豫剧青年演员中的好苗子。④4

演员濮存昕近日因参加第三季《汉字英
雄》而多了个“汉字先生”的称号。7 月 17 日，
他在接受记者电话专访时幽默地说，这是他
献出“电视节目处子秀”后的第一次受访，很
高兴和读者分享几十年来的读书经历。

濮存昕认为，从小打下良好的阅读基础、
汉语基础，对孩子们成年后的工作、生活一定
会有所帮助，希望孩子们热爱母语和文学。

谈到自己的汉语言学习经历，濮存昕说，
他学习汉语的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的教育完
全不同。“我没有正规的学习机会，大学、高中
没有上，初中一年也没有上文化课。但我始

终坚持阅读，干完一天农活点蜡偷着看书，后
来军队组织了文艺兵自学考试，通过自学考
试，我才有了文艺中专的学历。”

濮存昕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要成为一个
知识分子式的演员。年轻时读书不够怎么办
呢？那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为了演好曹操、曹
植、李白，我除了认真研读剧本，还阅读了不少
他们的著作，我得努力跟他们接上气。”

谈到现在的教育，濮存昕说，学校、家长应
该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空间，至于他们想
学习什么，那要看孩子们的兴趣，切莫揠苗助
长，要引导孩子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

据悉，《汉字英雄》第三季 7 月 18 日晚开
始在河南卫视播出。④4

7 月 19 日深夜的
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
艺馆回荡着的震耳欲
聋的惊叫与欢呼声。
中国拳手邹市明与哥
伦比亚拳手路易斯·
德拉罗萨的10回合对
决，是当晚职业拳击
赛“皇者之战”的压轴
大戏。最终，邹市明
以 点 数 优 势 击 败 对
手，摘取了“国际蝇量
级特设金腰带”。

新华社发

邹市明首摘职业拳击金腰带

“唐派经典名段演唱会”唱醉戏迷

“汉字先生”濮存昕：

要让孩子因兴趣而学习
□本报记者 王晓欣

本报讯 （记者刘 洋）“洛水流，波
连波，此间人唱留余歌。人生在世莫
自满，行为太过遗患多……”7 月 19 日
晚，由河南省留余文化促进会主办、优
德控股集团承办的“同一个梦——留
余文化照亮心灵传统文化盛典晚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7000 名观
众在精彩的节目中重温了传统文化的
精髓。

整台晚会以“中国梦”为主题，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留余文化为切入
点，分为“问礼、问道、问乐、问善、问和”
五个篇章，以歌曲、武术秀、吟诵等多种
形式演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

信、忠孝爱德和”，展现了中原儿女助力
中华文化复兴的奋斗历程。

著名歌手郭峰和周华健的登台掀
起了整台晚会的高潮。郭峰带来了成
名 曲《心 会 跟 爱 一 起 走》和《we are
friends》，周华健献上的《朋友》、《风雨
无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引发了全
场大合唱，气氛十分热烈。

省留余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牛留栓
表示，留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之一，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晚会的
主旨在于用留余文化等优秀的传统文
化照亮当代人的心灵，传播弘扬社会正
能量。④4

“同一个梦”传统文化盛典晚会举行
周华健郭峰登台献唱

晚会现场气氛热烈。⑤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省会老记老编比赛“慢骑”功夫
在巴西世界杯采访期间，记

者曾探访过巴甲豪门博塔弗戈俱
乐部，而这也是建业 600万先生马
科斯的前东家。在和该俱乐部的
工作人员聊天时，他曾饶有兴致
地问起了马科斯在建业的表现如
何，当得知前博塔弗戈的上赛季
第一射手在建业却状态全无时，
这位工作人员不禁大吃一惊，百
思不得其解的他也只能用“南橘
北枳”来解惑。

实际上，在连续十几轮没能
贡献进球后，渐渐失去耐心的建
业球迷已经开始给马科斯冠以最
贵水货的称号，业已失望的他们
恐怕谁也没想到在 7 月 20 日与北
京国安的这场比赛中，会看到一

个全然不同的 600万先生。
视野开阔、传球犀利、控球出

色，这是在目睹了马科斯 90 分钟
表演后，绝大多数人给予他的第
一评价，一直被攻无力所困扰的
建业也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核心，而这位最贵水货的华丽转
变，仅仅是因为他的活动范围从
边路扩大为整个前场，位置的稍
微后撤也让技术出众的马科斯得
以将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与他
的前任唐尧东喜欢一套阵容打天
下不同，建业的救火主帅贾秀全
深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道理，
在一个多月的联赛间歇期里，他
所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手中
球员的能力，并且将手中的牌重
新进行排列组合。

“在我这里，每个球员都不会

被忽视，我所执教的球队没有固
定的主力和替补之分，首发与否
全看球员状态以及比赛的需要。”
这是救火主帅贾秀全在刚上任后
带队的第一堂训练课上对所有球
员所讲的话，而他的能者上庸者
下的思路也让渐渐僵化的建业重
新焕发了活力。

就这样，一个月前还从未在中
超有过打满全场纪录的乔巍，以及
已逐渐淡出了球队18人大名单、并
被租借到湖南湘涛的老将李昭楠，
纷纷在 7 月 20 日这天被贾秀全委
以了重任，换个思路换种打法的建
业也一下子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面对攻有力、守有形的主队，毫无
准备的北京国安也被打了个猝不
及防，而他们也为自己的墨守成规
付出了惨重代价。④11

换个思路 脱胎换骨

约翰逊（左）抢点破门瞬间。

□本报记者 李 悦

本报讯 （记者李 悦）在中
超的历史上，建业在与国安的 12
次交锋中 7 平 5 负未尝一胜，7 月
20 日，依靠约翰逊和肖智的进
球，这一尴尬纪录终于在航海体
育场被打破，时隔 6 年重新执掌
建业的贾秀全也在自己中超的
首秀中就率队 2∶1 力克强敌北京
国安，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让身
处降级区的建业终于有了喘息
之机。

这场比赛，上任仅仅一个月
的贾秀全就大胆地在首发阵容
上进行了较大调整，多年不变的
442 阵型变成了 352，二次转会引
进的李建滨与桑科以及乔巍组
成三后卫防线。回归建业的老
将李昭楠负责左路进攻，右前卫
谭望嵩则被委以右路进攻的重
任，黄希扬和买提江的双后腰组
合攻守兼备，马科斯、张璐和约
翰逊构成了建业进攻铁三角。
如此变阵，贾秀全就是想在力拼
中场的同时着重突击国安那条
老迈后防线，而目的明确的建业
在开场仅仅两分钟就有所收获，
黄希扬断球后果断发动反击，张
璐反越位成功突入禁区，虽然他
的射门被国安门将杨智挡出，但
跟上的约翰逊补射得手，建业 1∶0
取得了梦幻开局。如此快速的
丢球，让客场作战的国安阵脚也
有些乱，随后在“600 万”先生马
科斯的策动下，建业先后有过两
次得分良机，只可惜射手临门一
脚的欠缺，让扩大比分的机会均
滑门而出。

易地再战后，为保证场上的
优势，贾秀全果断用韩国外援李
志南替下体力透支的买提江，紧
接着高中锋肖智换下了约翰逊，
保证在中场和进攻方面持续给
对手以压力。第 70 分钟，体能充
沛的肖智在禁区内连续扣球摆
脱后终于找到了射门空间，他的
一脚劲射也将比分扩大为 2∶0。
此后北京国安虽然全线压上，并
利用建业队后防的一次疏忽将
比分扳成 1∶2，但这一进球对于
比赛胜负已于事无补，全力死守
的建业最终以 2∶1 历史性地击败
了北京国安。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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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全中超首秀赢得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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