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活动，弘扬

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7月8日，

沈丘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伯友，党

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崔景浩，党组成员、经

检队队长焦智军在驻村“第一书记”张广

明和村“两委”班子的陪同下，顶着炎炎烈

日深入到定点帮扶村——沈丘县莲池镇

童庄行政村开展走访慰问贫困户及留守

儿童活动。

陈局长一行深入到该村部分贫困户

和留守儿童家中，和贫困群众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面临

的问题，为他们送上了大米、白面等生活

必需品和慰问金，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

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困难是暂时的，要相

信共产党、相信政府，努力寻找适合自己

实际的脱贫致富新路子，脚踏实地用自己

勤劳的双手致富，表达出工商局对困难群

众的关爱之情。接着他们又来到该村的

几个留守儿童家里，与孩子们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身体健康等

情况，为他们送去了书包、作业本、文具盒

等学习用品，真正帮助困难留守儿童解决

实际问题，让这些留守儿童在离开父母的

日子里也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能够在

阳光般的关爱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点滴真情暖人心，精准扶贫传美德。

面对领导的一声声问候，该村贫困户激动

地紧紧拉着陈局长的手不肯松开，连声感

谢县工商局的大力帮扶和无私援助，表示

决不辜负工商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尽早

脱贫致富。

陈局长表示，

通过开展结对帮扶

活动，有助于广大

党员干部力所能及

地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大力弘扬中华

民族扶弱助困的优

秀文化和传统美

德，正确引导党员

干部们牢固树立宗

旨意识，提高服务

群众的本领。据记

者了解，此次帮扶

活动，该局共走访

慰问了童庄村40户贫困家庭和29名留

守儿童，让该村的贫困户和留守儿童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进一步增强了他们

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商丘市工商局

净化房地产广告市场
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经

济秩序，全面规范房地产广告经营秩序，

严厉打击房地产广告违规发布、虚假宣

传等违法行为，近期，商丘市工商局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房地产广告市场专项整治

行动。

该局以规范和净化房地产广告经营

秩序为目标，结合本地实际，组织执法力

量对全区范围内的户外房地产广告牌、

房地产宣传单、售楼部户外标识等进行

了全面检查。重点查处未经核准登记擅

自发布房地产广告的行为；房地产广告

中含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等承诺内容；

房地产广告中含有对有关房地产项目内

容虚假、夸大宣传的违法行为；广告主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房地产

广告发布管理规定，对未取得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的房地产项目制作、发布广告

的行为，有效规范辖区内房地产行业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邢娜）

近年来，儿童用品消费增速很快，

为保证广大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洛阳

市工商局提醒广大家长，购买儿童用品

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如何才能选购到安全的儿童用品

呢？工商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

儿童用品时需注意以下几点：购买童装

时除了关注商品的品牌、款式、颜色等

要素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

看外观，查标签。看是否具有完整的标

识，内容包括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号型

规格、原料成分和含量、洗涤方法、产品

标准质量等级、合格证明。选购婴幼儿

服装要仔细查看服装标志上是否标有

“A类”、“婴幼儿产品”等字样。二摸手

感，闻气味。合格的纺织品不能有霉

味、汽油味、煤油味等异味。

家长在选购玩具时，应注意儿童玩

具是否符合以下要求：玩具上必须标明

产品名称、型号、标准编号、适用年龄、

生产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地址，标明安全

警示、使用方法、维护保养说明等相关

信息；对3岁以下儿童玩具的零件大小，

必须保证玩具在摔、拉等情况下不会产

生小于嘴巴的部件，避免儿童将其塞入

嘴巴造成窒息；重金属和卫生指标是否

全部经过质量检测。同时，国家还对塑

胶玩具、电动玩具、金属玩具、弹射玩

具、娃娃玩具和童车等六类儿童玩具实

行强制3C认证。凡没有“CCC”认证标

志的，都需要谨慎购买。

（华绚）

7月7日，笔者从国网新蔡县供

电公司获悉，上半年，该公司完成购

电 量 2.72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30.36%，售电量完成2.4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率17.62%。

今年以来，该公司紧紧围绕年度

十项重点工作、主要目标，按照同业

对标和“两结合、两分析、三精准、两

提升、两个一体化”的工作思路，加快

建设坚强电网步伐，大力优化电网结

构，顺利完成2015年新增农网工程

和户表工程，110千伏十里铺、35千

伏化庄、河坞输变电工程按期投运；

夯实安全基础，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下发事故隐患通知书275份、张贴

公告12次，排查出10千伏及以上线

路跨越鱼塘213处，连续实现安全生

产4683天；夯实营销基础，提升营销

服务工作质效；夯实服务基础，切实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夯实管理基

础，增强公司依法治企能力；夯实人

才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力度；夯实党

建基础，充分彰显党群工作价值；夯

实和谐基础，深入推进和谐企业建

设。同时，该公司积极主动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招商引资等重

点建设项目，全力做好供电服务，开

辟电力服务“绿色通道”，缩短报装流

程；加大增供扩销力度，减少用电成

本，为企业排忧解难。（葛军宋磊）

新蔡县供电公司：上半年供售电量稳步增长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推进精细化管理实现城市管理有

效提升

自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开展以来，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全面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努力提升城东路形象，不断打造和

谐、宜居的城市环境。 一是强化组织，明

确工作任务。二是利用媒介，营造宣传

氛围。三是创新思维，探索城市管理长

效机制。四是结合实际，转变管理方

式。今后，该办事处将继续克难攻坚，对

标准不降低，对工作不放松，拼尽全力，

不等不靠、不讲条件，为辖区群众营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 （杨丹）

普通党员上“党课”增进交流收获多

7月5日下午，原阳县法院第四支部

党员付东方同志从自己家乡南阳市内乡

县一座古代县衙前的对联说起，以“不忘

初心，做老百姓点赞的党员干部”为题上

了一堂党课。上课期间穿插一些典型事

例和先进模范事迹，使党课有声有色，引

人入胜。下一步，原阳县法院将在各支

部陆续开展上“微党课”活动，让普通党

员都有机会与大家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闫智峰 张海破）

巩义市工商局孝义工商所

真抓实干为工商户服务
今年一月以来，巩义市工商局孝义

工商所结合本工商所党员工作实际，围

绕“四讲四有”，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

习贯彻上级党委和全市“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为主线，抓住“做”这个关键，结合“四

讲四有”开展活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

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作风上以党章党规严格要求自己。

严格要求党员，要严守政治纪律，遵守政

治规矩，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

党的合格党员。做合格党员，不能是喊

在嘴上、写在纸上的一句空话，而是必须

把党章党规、系列讲话落实到行动上、体

现到具体工作中。做一名合格党员，必

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牢记党的宗

旨，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工商户服务。

（郜泉州张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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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提醒热点聚焦

工商质监

点滴真情暖人心 精准扶贫传美德
沈丘县工商局开展走访慰问贫困户及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张磊文/图

洛阳市工商局提醒

童装看“A类”玩具认“3C”

针对企业近期发生的典型的消费

案例，近日，开封工信委召开委属企业

“一把手”约谈会，14名企业“一把手”参

加会议接受约谈。

约谈会上，各企业领导面对面地

沟通解疑释惑，有效地加强企业各主

要领导对约谈重要性的认识。同时，

该工信委党委把一件件典型的消费案

例摆在各企业领导面前，以案说纪、以

案明纪，警示企业领导要更加自觉地

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廉洁自律、遵纪守

法的自觉性。要求各企业要从已发生

的消费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加强为

消费者的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严肃

财经纪律，加强资金收支管理，高度防

范“四风”问题。同时，工信委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到企业进

行明察暗访，做到企业“一把手”约谈

常态化。

（刘桂莲）

市场快讯

近日，唐河县工信局、中国电信唐

河分公司联合举办中小企业信息化云

平台暨“智慧企业”申报工作启动会，这

标志着唐河县“智慧企业”申报工作正

式启动。唐河县计划年内认定70家

“智慧企业”。

“智慧企业”是指基于云计算、大数

据和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

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河南省“智慧

企业”分为一、二、三、四、五共5个星

级。认定的三星以上“智慧企业”将纳

入省重点监测企业库，优先享受各项中

小企业扶持政策，各类涉企基金重点向

“智慧企业”倾斜。此次会议对提升中

小企业信息化，拉动信息消费及“互联

网+”发展，推动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不断深化“智慧企业”建设，促进工业化

和信息化融合，带动唐河省产业经济转

型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珂）

唐河县工信局

“智慧企业”申报工作启动

开封工信委

企业“一把手”约谈促发展

▶7月10日，辉县市工商局近50名党员干部冒

着酷暑炎热，到灶君庙东侧清理洪水过后留下来的

淤泥和垃圾。由局领导带头，参加劳动的党员干部

挥舞着铁锹跳入泥中清淤泥捡垃圾，辉县市红日志

愿服务队送去了矿泉水，沿街商户也主动拿起工具

清理淤泥，受到过往群众称赞。 王海摄

◀7月9日，信阳市

工商局组织机关和同创

单位 40 名党员志愿者

到牵手共建社区——经

典花园开展“清洁家园”

活动。大家冒着酷暑在

花坛、路旁、水池附近拔

草捡拾垃圾，向小区居

民宣传环境卫生知识，

以实际行动树立“讲文

明，树新风”形象。

辛阳摄

视觉工商

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伯友为童庄村贫困户发放慰问品和慰问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996.12.25
1996.12.25
1996.12.25
1996.12.04
1993.12.20
1996.06.05
1999.06.02
1996.12.12
1999.06.02
1996.11.23
1997.10.25
1998.03.04
2003.12.30
2003.12.30
2003.12.30
2003.12.30
2003.12.30
2003.12.30
2003.09.27
2004.03.09

房产抵押

机器设备抵押

孟津县锻压机械厂

孟津县化肥厂

本公告如存在刊登错误，以借款合同和借据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孟津县支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2016年7月5日，我行已将下列债权及孳息以及在该债权项下依法
应当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协议的方式转让给孟津县盛财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下列债务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应当向孟津县盛财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一 洛阳市冠华精锻齿轮总厂

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贷款日期

1993.09.22
1993.09.13
1993.08.25
1993.08.04
1993.08.20
1995.12.5
1998.07.02
1996.08.12
1998.07.02
1993.07.23
1996.11.25
1997.08.04
2002.12.30
2002.12.30
2002.12.3
2002.12.03
2002.12.03
2002.12.03
2002.09.27
2003.03.09

合计

到期日期 借款金额

2,000,000.00
500,000.00

1,200,000.00
7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3,09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800,000.00

23,090,000.00

贷款余额

1,752,000.00
498,000.00

1,198,000.00
698,000.00
998,000.00
498,000.00

1,998,000.00
598,000.00

1,998,000.00
998,000.00

1,998,000.00
598,000.00
598,000.00
498,000.00
498,000.00
498,000.00

2,998,000.00
1,998,000.00
688,000.00
549,750.00

22,155,750.00

利息

3,101,693.87
694,922.89

1,773,645.51
1,060,519.90
1,558,692.66
761,219.19

3,189,416.77
965,987.69

3,180,411.62
1,541,971.25
3,189,416.77
965,080.73
528,708.80
343,328.80
438,828.80
343,828.80

3,474,375.64
1,787,028.80
688,224.19
486,207.27

30,073,509.95

本息合计 抵押物/保证人

4,853,693.87
1,192,922.89
2,971,645.51
1,758,519.90
2,556,692.66
1,259,219.19
5,187,416.77
1,563,987.69
5,178,411.62
2,539,971.25
5,187,416.77
1,563,080.73
1,126,708.80
841,328.80
936,828.80
841,828.80

6,472,375.64
3,785,028.80
1,376,224.19
1,035,957.27
52,229,259.9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孟津县支行债权转让公告

二 洛阳生生乳业有限公司
1
2
3
4
5
6

2007.05.11
2007.03.05
2007.05.11
2007.05.11
2007.05.11
2007.05.11

洛阳生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洛阳华祥印章有限
公司

孟津县化厂

2006.05.12
2006.03.06
2006.05.12
2006.05.12
2006.05.12
2006.05.12

合计

2,000,000.00
2,57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1,200,000.00
8,000,000.00

18,770,000.00

900,000.00
0

2,450,000.00
1,660,000.00

0
6,730,000.00

11,740,000.00

1,993,117.98
600,965.24

3,461,290.20
2,129,314.48
517,748.35

8,632,060.93

17,334,497.18

2,893,117.98
600,965.24

5,911,290.20
3,789,314.48
517,748.35

15,362,060.93

29,074,497.18

三 洛阳阿新奶业有限公司
1
2
3
4

2005.06.15
2005.10.14
2005.09.21
2006.03.30

机器设备抵押
洛阳丰泉牡丹园艺有
限公司
洛阳汇翔精机有限公司

2003.06.15
2003.10.14
2004.09.21
2005.03.31

2,000,000.00
1,000,000.00
700,000.00

5,000,000.00
8,700,000.00

989,000.00
817,000.00
619,000.00

4,669,000.00
7,094,000.00

1,059,610.20
798,760.32
737,838.29

6,330,706.45
8,926,915.26

2,048,610.20
1,615,760.32
1,356,838.29

10,999,706.45
16,020,915.26合计

总 计 50,560,000.00 40,989,750.00 56,334,922.39 97,324,672.39

我省体彩“顶呱刮”

河南体彩上周中出万元以上“顶

呱刮”大奖共4个，其中：1万元~5万

元2个；5万元~10万元1个；25万元1

个。目前热销票种有：好开心（面值5

元），豪门盛宴（面值10元），大吉大利

（面值30元）。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南体彩中心即开游戏部）

每周万元以上大奖

战报
（2016.7.4~2016.7.10）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省鹤壁
彩民张女士（化名）和丈夫就将这句话变
成了现实，夫妻合力协作，擒获七星彩头
奖。7月8日晚，七星彩第16079期开出
两注头奖，分别为安徽、河南两省彩民获
得。其中我省的这注头奖由张女士中
得，除了1注一等奖之外，她还中得二等
奖9注、三等奖1注、四等奖9注，累计擒
奖505万多元。

昨天一大早，中奖彩民张女士和爱
人到省体彩中心领取了大奖。据了解，
张女士购彩已有十五六年时间了，是名
副其实的老彩民。这次中奖的彩票是一
张投入40元的定位复式票，但从票面上

看号码，俨然一副技术型彩民的做派。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购彩经验时，张女士
看向一旁的爱人。相对来说，张女士的
爱人好像更善言谈，他笑着说：“我负责
选号，她负责买彩票，选号一般都是看走
势图，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据张女士的爱人介绍，买彩票已是
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期期不落，
两人有时候也各买各的，更多的时候是
这样选号买彩合力协作。开奖当天晚
上，夫妻俩正在家里洗衣服，经常一起购
彩的一个彩友打来电话，询问是否中奖，
因为张女士把彩票放在了车里，也记不
清楚号码了，后来两人用手机上网查看

开奖号码，丈夫凭着印象一一核对自己
选的号码，“应该是中奖了！”丈夫淡定地
说。“高兴肯定是高兴，但是也没想象中
那么激动，说实话，现在做生意起码都得
投入个几百万，500万元在郑州也就买个
房的钱！”张女士也淡定表示，“感觉像是
做了一场梦，拿着彩票总感觉有点不真
实，当时高兴完了继续洗衣服去了。”

夫妻俩从事建筑方面的生意，因为
前两年经济不景气赔了钱，跟银行也贷
了款，这次的奖金也算解决了他们的困
难，两人商量后，准备把贷款还清后，剩
下的钱还继续投入生意中去。

（杨惠明）

合力协作买彩票
鹤壁夫妻领取七星彩头奖

7月11日，体彩大乐透第16080期
开奖，全国送出的4注912万多元头奖，
分别被江苏、浙江、广东的幸运者中得，其
中浙江中得两注头奖。遗憾的是4注头
奖都未采用追加投注，错失了547万多元
的追加奖金。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
达33.3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大数占优势大小比4∶1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为

“15、20、29、30、33”，后区开出号码“07、
12”。前区大数占优势，大小比4∶1。前区
有一组大连号“29、30”携手开出，号码

“15、20”是上期重号，号码“29”隔期出号，
另外的两个3字头大号“30、33”在近期奖
号中较为少见，稍冷。目前，前区遗漏20
期（含）以上的号码有4个，依次为“25、32、
04、06”，已分别遗漏32期、29期、27期、
20期。后区开出“07、12”一奇一偶组合。

三地幸运儿瓜分4注头奖
当期中出的4注头奖，均未采用追加

投注法，遗憾地错失了547万多元的追加
奖金。

据数据显示，浙江中出的1注912万
元头奖出自衢州，中奖彩票为一张“8+2”
复式票，投注金额112元，不仅中得了一
等奖1注，还收获了三等奖15注、四等奖
30注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为917
万余元。

浙江中出的另1注头奖，被绍兴幸运
者揽获，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
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单票中奖金额为
912万余元。

此外，广东和江苏的两注头奖，分别
出自广东省深圳和江苏省连云港，中奖彩
票的投注方式均为单式投注。

奖池33.36亿再创历史新高
当期，二等奖开出54注，每注奖金

13.37万元，其中2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8.02万元。三等奖开出792
注，每注奖金3472元，其中358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083元。
体彩大乐透在本期开奖后，33.36亿

元的高额奖池金额将滚入本周三（第
16081期）开奖。虽然当期开出4注头
奖，但奖池金额仍有小幅攀升，继续保持
在33亿元的水位线上，创出历史最高纪
录。 （张慧慈）

超级大乐透再爆4注912万元头奖
奖池33.3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