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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4月 23
日，记者从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2015 年全国赛艇冠军赛在浙
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国家水上运动
训练基地举行，全部比赛将于今天
结束。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河南
队战绩不俗，获得了多枚奖牌。

来自北京、浙江、河北、江苏、
河南、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和包括国
家队在内的 22支队伍，近 700名队
员 参 赛 。 本 次 比 赛 项 目 设 置 有
2000 米 测 功 仪 、水 上 8000 米 及
2000 米，共计 25 个竞赛项目。河
南代表队 19 名男运动员、21 名女
运动员参加了 16个项目的角逐。

在昨天的 7 个正式项目单项
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刘航在男子四
人单桨决赛中和国家队队友联手

斩获金牌，王杰、呂扬与队友顽强
拼搏，分别获得女子 2000 米双人
双桨冠亚军，李亚俊获得 2000 米
男子轻量级四人桨银牌。李杰、苏
志刚则在 2000米男子双人单桨名
列第四。

另外，在18日进行的2000米测
功仪比赛中，河南队员刘航、付曼分别
获得男子组、女子组第四名。在19日
进行的水上8000米比赛中，李杰、苏
志刚获得男子双人单桨银牌，吕扬和
王杰分别获得女子单人双桨第3名和
第8名。

据了解，本届全国赛艇冠军赛
是为了检验冬训的成果，为里约奥
运会选拔人才，各个队伍都很重
视，此次比赛是历届规模最大、参
赛人数最多的一次。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 4月 23
日，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河南省
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将
于 5月 5日在周口开幕，届时分散
在全省 13个地市的 16项体育健身
交流活动将在我省中老年人里掀
起一股健身热潮。

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
大会也是今年河南唯一一个全省规
模的体育盛会，大会由省体育局、省
老干部局、省老龄办以及省老体协
联合主办，赛事于5月5日在周口开
幕，10月 21日（重阳节，即第三个全
国老年节）在焦作市闭幕。大会共
设置门球、太极拳（剑）、网球、健身
球操等 16个交流展示项目。18个
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省直老年体

协及 7个行业老年体育协会总计 36
个代表队将组队参赛，预计大会将
有 5000余人报名参加（选手要求男
58~70岁，女53~70岁）。

据省老体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
玮介绍，本着节俭办会原则，本届
老健会的开幕式将不设文艺表演，
而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秧歌、
太极拳、广场舞等健身项目以艺术
的形式搬上舞台。此外，在省第十
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举办期
间，省老体协还将组织项目推广下
基层、科学讲座下基层、老年人体
育健身采风下基层、诗书画影展览
下基层的四下基层活动，以此来推
动我省广大老年人参与健身和科
学健身的积极性。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4月 23
日，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排
球 19岁以下年龄组资格赛在国家
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中国足
校)落下帷幕。洛阳代表队以 12
战 1负的战绩获得排名第一，打进
决赛圈。

据悉，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
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共有来
自北京、天津、洛阳、上海、南京、青
岛、沈阳、汕头、德阳、温州、石家庄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区的 13支
球队参加本次比赛。根据《竞赛规
程》规定，本次比赛采用单循环制
进行，每队每天进行两轮比赛，每

场实行三局两胜制。比赛从本月
17 日开始，共进行 13 轮 78 场比
赛，全部比赛于 23 日结束。洛阳
队除了以 0比 2输给南京一场外，
别的 11 场比赛一一拿下，最终名
列第一，昂首进军福州。北京和天
津两队则不幸被淘汰。

主教练牛江说，这支队伍他刚
接手不久，还存在不少问题，现在
就是整合队伍。本次比赛，队员们
发挥得不错，动脑子打球。自己赛
前也不给队员加压，让他们不带包
袱开心比赛，享受比赛过程，通过
比赛锻炼和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
自信心。④11

经历短暂的 1 期停歇之后，4
月 22 日晚开奖的大乐透第 15045
期，全国又中出 3 注头奖，单注基
本奖金 878万多元，其中 1注追加
头奖单注总奖金更是高达 1405万
多元。

大乐透 15045 期开奖号码为
“08、09、22、29、30；+08、12”，前区
“0”字头号码走出低谷，这次开出
了“08、09”连号组合，而“1”字头号
码则出现空缺，前区另外还开出一
组连号“29、30”。后区则开出“08、
12”的全偶全大号组合，其中“08”
是遗漏 6期后开出，“12”则是遗漏
4期开出。目前，后区最冷号码为

“05”，遗漏 11期。
数据显示，3注头奖分落广东、

江西、浙江三省，其中浙江彩民中
得追加头奖，凭一张“6+2”、共投入
18元的复式票，斩获 1407万多元。

在第 15045期开奖过后，大乐
透奖池保持在 12.36亿元。有意投
注的彩民朋友不要错过机会，并可
适当倍投冲击巨奖。④11(王 伟）

全国赛艇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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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青运会

洛阳男排昂首进决赛圈

体彩乐园

超级大乐透再爆 3注一等奖
奖池滚存至 12.36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 洋）“唧唧复唧唧，木
兰当户织……”4 月 22 日晚，熟悉的《木兰
辞》在中原艺术家的手中变身为交响合唱

《木兰诗篇》，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盛装
亮相，使前来参与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海内外嘉宾重温了这位中原巾帼英雄
的故事。

作为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经典力作，
已经诞生 11 年的《木兰诗篇》以《木兰辞》
为主要框架，分为序曲和四个乐章，以交响
乐和情景歌剧的形式讲述花木兰替父从
军、征战沙场、凯旋归来、还原女儿身的故
事，弘扬了伟大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展
现中华儿女热爱生活、呼唤和平的崇高精
神境界。

《木兰诗篇》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
关峡作曲，著名编剧、词作家刘麟编剧，并集

合了高牧坤、苗培如、沙晓岚、姜金一、李心
草、张以达等国内艺术界顶尖人士组成主创
团队。此次上演的版本由我省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陈静和总政歌舞团青年男高音歌唱
家张英席联袂主演，二人声情并茂的歌唱和
珠联璧合的表演，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从花木兰首位扮演者彭丽媛到现在的
陈静，《木兰诗篇》尽管经历演员更换，但一
直蜚声海内外，它曾代表中国当代歌剧在克
里姆林宫、维也纳金色大厅、林肯艺术中心
等国外殿堂级音乐圣地奏响了属于中国的
声音，开创了中国歌剧在世界歌剧舞台上的
辉煌历史。

很多观众认为，《木兰诗篇》取材于民间
文化，又按照国际化标准打造，赋予作品新
的时代内涵，经得起时间检验，也向世界展
示了中原文化形象。③7

本报讯 （记者刘 洋 李旭兵 实习生
王鹏举 吴 楠）4月 23日，由省文化厅主办，
河南博物院、省红旗渠精神研究会、省美术
馆承办的《纪念红旗渠通水 50周年摄影展》
在省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4 日。展览用
100幅照片全景展示了红旗渠精神的孕育、
形成、发展和演化的过程，真实形象地解读
了那段难忘的历史。这些照片全部由时任

《河南日报》摄影记者的魏德忠在修渠期间
跟踪拍摄。

位于林州市境内悬崖绝壁上的红旗渠
是一条长达 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20世纪 60年代，在党
的领导下，当地人民开始了与大自然斗争的
艰苦历程。尽管建设者们每天只有 6 两粮
食，吃菜饼喝菜汤，但一干就是 10年。在太

行山的悬崖峭壁上，林县 10 万人不仅靠双
手开凿出一条全长 1500 公里的大渠，也孕
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当天展出的一幅幅
老照片，既有《凌空除险》等场景，也有 《一
丝不苟》等人物素描……魏德忠曾跟随红旗
渠建设者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拍照和记录，
10年间，他和修渠民工同吃同住，攀爬悬崖
峭壁，跨越崇山峻岭，踏遍了红旗渠两岸的
山山水水，用镜头定格了红旗渠建设者许多
难忘的瞬间。

驻足在这些定格的历史画面前，很多
观众陷入沉思。他们纷纷表示，展览对于
教育和引导年轻一代继承光荣传统、珍惜
幸福生活，激发和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④4

《木兰诗篇》咏叹中原巾帼英雄 用镜头纪念红旗渠通水50周年

4月 23日，第 20个世界读书
日如期而至。每年的这个时候，
阅读话题总是备受关注。

继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后，今年李
克强总理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社会”。阅读，作为我们民族的
一个持久的功课，已经被提到关
乎民族整体素质的高度，引起各
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
了一系列举措。在这个大背景
下，一个读书的热潮，在中原大
地蓬勃兴起。“阅读”，作为一个
课题和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在世界读书日前夕，记者
走访了我省读书界和出版界知
名人士，他们的举动和观点，让
我们振奋，也让我们深思。

读书更方便
——阅读率上升了

第 20个“世界读书日”前夕，
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
了最新结果。调查显示，2014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58.0%，较 2013年上升 0.2个百分
点；报纸阅读率为 55.1%，较 2013
年上升 2.4个百分点。

这一利好消息使热爱读书
的人倍感欣慰。省作协副主席、
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说：“衡量
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明程度，不
仅仅是看有多少高楼大厦，更要
看这个城市或国家有多少有思想
的人，有多少热爱读书的人。两
次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彰显着国家对阅读的重视。”

“促使阅读率上升还有一个
原 因 ：活 动 多 了 ，读 书 渠 道 多
了。”河南科技出版社总编辑李
喜婷说。以我省为例，读书日当
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书香中
原”全民阅读活动；“2015河南省
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在省
少年儿童图书馆启动；由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和省新华书店发行
集团历时 3 年打造的我省首家
专业文化电子商务平台“云书
网”也正式启动……

此外，我省还通过成立河南
省书香社会建设联谊会、启动未
成年人阅读服务计划、建设“农
家书屋”、打造文化综合体、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种方式，

引领人民群众参与到全民阅读
的活动中来，营造书香社会的浓
郁氛围。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满足百姓基本的阅读需求，这也
是建设书香社会的要求。只有
让读者更方便地读上书、读好
书，才能激发群众阅读热情，引
领阅读风尚。”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王耀说。

电子书强势
——阅读方式变了

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中，数字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
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的接
触率为 58.1%，较 2013 年上升 8
个百分点。有 34.4%的成年国
民在 2014 年进行过微信阅读。

在 4 月 23 日由中原图书大
厦举办的读书论坛上，来自文学
界、媒体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专
家对电子阅读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很多嘉宾对碎片化阅读深感
担忧。许多人指出，碎片化阅读
能够给人们带来大量信息，但它
挤占了深阅读的时间，并使人形

成了一种惰性依赖，所获得的是
一些碎片化的知识或信息，不容
易形成有深度的、系统的知识体
系。更严重的是，一旦形成这样
的阅读习惯，进行真正有效的阅
读将变得很难。

著名作家郑彦英则认为数
字化阅读正在成为我们无法回
避的生活方式：“时代在变，电子
书也是书，读电子书也是阅读。
既然都是阅读，我们有什么理由
排斥它？”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好的
读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可以
净化我们灵魂，为我们的心灵健
康地生长提供能量；阅读是心灵
获得滋养的重要方式，是我们传
承知识、参悟人生的重要手段，无
论用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多读书，
读好书，我们的灵魂就能感受到
充足的阳光。”诗人张鲜明说。

让阅读成为常态
——读书意义重了

4 月 21 日晚，一场名为“读
书，让灵魂吸氧”的读书会在郑
州社区书店尚书房举行，这是河
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 4月号的主

题活动。中原风读书会每次活动
都气氛爆棚，微信阅读量屡次突
破 10万大关。在中原风读书会
的引导下，郑州 8家以上的民营
书店都举行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
读书会活动，书店的吸引力越来
越大。“这是传统媒体为引领全民
阅读所作的贡献。”诗人萍子说。

无论年长年幼，“让阅读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国人
接受的理念。来自郑州大学的
学生张铭智说：“自从开始坚持
每天抽出一小时读书，我一个月
居然读了 10 本书。原来，挤时
间读书没那么难。”

将阅读变成生活方式，不仅
对读者提出了要求，对作家、出
版社来说也是挑战。诗人吴元
成说：“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写出
好书，出版社要耐得住清贫出版
好书，书店要有好眼光推出好
书，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让人们因为书店爱上这
座城市。”中原图书大厦总经理
张艳说。

唯有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
气自华。在这和煦的春光中，让
书香来得更猛烈些吧！④4

让书香溢满中原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世界读
书日，郑汴图书馆也结成了“一家
亲”。从 4月 23日起，郑汴两地图
书馆能“一卡通”了——这天，郑州
图书馆和开封图书馆签署合作协
议，建立郑汴一体化图书馆服务联
盟，实行网络内各级各类图书馆书
刊借阅“一卡通”服务。

郑州图书馆副馆长孙红强说，
实施“一卡通”服务之后，可以在郑
州、开封两地实现“通借通换”。也就
是说，开封图书馆的读者可以在郑州

图书馆借书还书，郑州图书馆的读者
可以在开封图书馆借书还书。此外，
两地将开展通过专网或VPN设备互
联等形式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实现数
字资源的优化组合与共享。

“两地图书馆的此次合作，将
整合双方图书馆的优势资源，推动
公共服务文化体系建设，更好地发
挥公共图书馆在传递先进文化、传
播科学知识，提高文化素质和满足
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社
会功能。”孙红强说。④4

本报讯（记者王延辉）4月 23
日，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和河南省
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历时 3年全力打
造的河南首家专业文化电子商务
平台——“云书网”正式开网。

据介绍，自 2014 年 1 月 10 日
上线试运营以来，经过一年多时间
的产品丰富、技术完善和功能提
升，“云书网”借“互联网+”之势已
形成了以云书网商城网站为主体，
云书网天猫店、京东店、亚马逊店
为支撑，微信店、安卓/苹果移动客
户端为补充，地面实体云书网O2O
体验店为落脚的线上线下一体化

体验式网络购物平台。
“‘互联网+全民阅读’，不仅能

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
式，更能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新媒体
平台下的崭新阅读体验和高附加值
阅读服务，形成全新的文化服务生
态和产业形态。”河南省新华书店发
行集团总经理林疆燕说，目前，“云
书网”服务平台已拥有图书、听书产
品、文化生活、数字教育产品等 120
余万种，还提供了整体书房、个性化
阅读定制服务、数字印刷的个人出
版服务，不断满足“互联网+”时代读
者个性化、多样性需求。③6

郑汴两地图书馆能“一卡通”了

河南首家专业文化电商平台开网

班主任定期家访，指导怎样进行亲子阅读、如何让学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郑州市金水区天
明路小学这一做法，让更多的孩子喜欢读书并从中受益。图为 4月 22日放学后，该校一年级老师孙
转向,到学生家教学生阅读技巧。⑤3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5)8号

受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蓝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
有限公司拟对其所持平煤蓝天武汉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下 称 标 的 企 业）
100％的国有股权进行公开转让。挂
牌价格为 3600万元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平煤蓝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1年 2月 10日，注册地址为武
汉市东湖开发区左岭镇金王村九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整。经营范
围：易燃液体（仓储经营）；柴油、浮选
油、燃料油、醇基柴油的销售；精细化工
产品的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
销售；经营本企业及技术的进出口和本
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煤炭经营；编织
袋生产、销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职工人数 28人，均在职。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蓝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100%的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

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

决议通过，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豫国资产
权[2015]3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
财务指标数据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经河南精
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
计 ，标 的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92771035.28
元，负债总额 67779198.63 元，所有者
权益 24991836.65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
或备案情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经河南中
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标
的企业资产总额 10334.30 万元，负债
总额为 6772.16万元，净资产为 3562.14
万元。该评估报告已于 2015年 4月 20
日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备案编号：2015-16）。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1.受让方应为依照中国法律合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企业法
人、自然人及联合受让体；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

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报名所提
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可靠；否则，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3.受让方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1 亿元以上受让资金），按《产权转让
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购买价款，偿还武
汉石油所欠蓝天化工全部债务；4.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受让国
有产权的其他规定。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1.意向受让方需接受职工安置方
案，依法保障职工权益。2.意向受让方受让后 3个工作日内
应与转让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产
权转让合同》签订后 3日内将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河南中原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同时将平煤蓝
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欠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蓝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债
务一次性支付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蓝
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如因受让方原
因未能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和一次性
支付全部受让价款、债权的或恶意竞价

造成交易失败的，则其缴纳的保证金不
予退还，并由转让方将其产权再行挂牌
转让，再行转让价款低于本次转让价款
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个

工作日，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22 日
17:30。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
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
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
请，提交相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缴纳 1000万元受让保证
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
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按时足
额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
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
易价款、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
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 真：0371-65665727
地 址：郑州市经三路 15号广汇

国贸
网 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4日

分 类 信 息
注销公告

河南金兰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决定注销。从登报 45日提交有效
材料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326000002648）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请相关债权人于此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河南中州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遗失以
下 3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
程师执业资格证书》。陈冶钢，
男，证书编号：0011185，批准日
期：2000 年 10 月；刘文，男，证书
编号：0040707，签发日期：2003
年 3月 19日；司马新立，男，证书
编号：0040325，签发日期：2003
年 3月 19日，现声明作废。

▲南阳市富瑞达汽车运输
服务有限公司西峡分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豫 国 税 西 字
411323561010831号，声明作废。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鹿邑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成城市公
交分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丢失，号码：09092120-8，声明
作废。

▲姓名耿革新，郑州大学成
人高等教育临床医学专业，专科
毕业证书不慎丢失，证书编号：
96517252，声明作废。

▲河南天地纵横汽车销售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欧 蓝 德
2360CC 越野车《货物进口证明
书》一份，证书号：XIX5167821，联
系单编号：H02120418024，车架
号：JE3AZ4933DZ000150，发动机
号：KT70764J12，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昌鸿汽车
装饰商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410105600742218，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