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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一场鲜味科学知识
的终极大比拼——太太乐第二届全
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总决赛激烈开
战。经过层层选拔出的 10名鲜味
达人汇聚一堂，一决高下。至此，
历时六个月的太太乐第二届全国鲜
味科学知识竞赛落下帷幕。

该知识竞赛由上海太太乐食品
有限公司举办，于 5月 16日正式启
动。线上线下联合互动，活动形式
丰富有趣。活动参与者超过 50000
人，在经历了海选、初赛、复赛、复
赛附加赛之后，9月 26日，胜出的
20名选手参加了半决赛。

半决赛由北京和上海两个赛区
进行南北线下大PK，筛选排名靠前
的 10 位选手晋级鲜味盛典总决
赛。半决赛的难度与之前相比也更
加严苛。为此，已经成功入选半决
赛的选手还认真研读了试题秘籍

《鲜味科学与鸡精调味料工艺概
论》，观看了六集人文纪录片《鲜味
的秘密》。最后为大家奉上了精彩
的对决。

这次比赛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
的人了解鲜、体验鲜、享受鲜。太
太乐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鲜味
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在谋求自身发
展的同时仍不忘社会责任，力求以
最快速度，达到企业百亿生产量目
标的同时将鲜味科学传播于世界各
地。

30多年来，太太乐创造了鸡精
产销量较为优秀的规模，并出口到全
世界多地。以太太乐为代表的中国
鲜味科学技术也领先于世界水平。
太太乐一直在围绕一个“鲜”字孜孜
不倦地努力，创造出了一项产品，做
出了一个品牌，也带动了一个行业的
发展。 （王刚）

城央山水样板间华丽启幕

泰禾·东府大院样板间开放吸引数百
名客户到访，在郑州楼市表现平淡的当
下，完美展示了东三环城市新中轴价值和
泰禾“大院系”超级 IP的吸引力。

活动伊始，一场“金狮献瑞”表演拉开
了整个开放盛典的帷幕。寓意吉祥的舞
狮表演极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这与泰禾
新中式院落的气质不谋而合。

精彩的舞狮表演过后，来宾们聚集在
样板间入口大门前共同见证了泰禾·东府
大院样板间的开放仪式，整个庆典的氛围
一度被推向高潮。

泰禾·东府大院城央山水样板间的展

示，无论是匠心雕琢的室内生活空间，还
是户外浓缩“五朝九景”的中式园林，都直
观地展示了泰禾“大院系”独有的府院生
活品质，获得了现场宾客的一致好评。

此次样板间开放活动中，来宾们在
现场悠扬婉转的古筝、琵琶乐声中，开始
了一段君主般的皇家礼遇之旅：或在样
板间里流连忘返，或置身园林美景一隅
拍照留念，或细细端详大院里随处可见
的匠心技艺，一种大国世家独有的雅致
气氛弥漫在整个活动现场。

奢阔尺度合围中原豪宅

泰禾·东府大院承袭泰禾“大院系”

对“城市豪宅”的追求，旨在为中原市场
打造新中式顶豪典范。特别是在郑州这
座承载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里，泰禾·
东府大院城央山水样板间盛大开放，正
是对实现这一目标交出的完美答卷。

亮点一：六道工序 极奢玉石铺装

泰禾·东府大院样板间的设计着重
突出了传统文化内涵，将祥云这个寓意
祥瑞和谐的元素运用到室内装饰当
中。其中，地板选用观赏价值极高的白
玉和产自巴基斯坦的青玉进行玉石拼
花铺装，历经六道工序打造祥云拼花，
寓意“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
祥”。

亮点二：7米横厅 满庭光景
泰禾·东府大院除了从美学、文化两

方面契合高端置业人群的居住需求外，
亦将户型功能空间和动线规划做到最
优，以奢阔尺度打造方正户型，使室内无
任何浪费面积，整体居住舒适度高。如
建筑面积约 140㎡的锦堂春样板间整个
四房户型做到了客厅、主卧、南向次卧三
开间朝南，其中客厅设计为 7米大横厅，
采光极佳。餐客厅面积更是达到 38.15
㎡，给人的视觉冲击非常震撼。

亮点三：超大飘窗 观景天幕
还需要提到的是泰禾·东府大院的

室内空间在保留了传统功能性需求的基
础上，更融入了居家情趣。如主卧赠送
2.7平方米的大飘窗，端坐于此，可阅读，
可饮茶，可静看清晨的曦光雨露，可细赏
黄昏的红云残阳，诗意生活就在这一处
角落静静流淌。

飘窗储物柜设计也是一大亮点，飘
窗两边设置有隔物板，保证美观的同时
还扩大了主卧的使用面积。

又如厨房位置远离卧室，清晨厨房
清脆的锅碗撞击声不会影响主人休息；
厨房 L形橱柜配置，嵌入国际一线品牌
的厨卫家电产品，超大空间可容纳多人
同时使用，贴心细腻的设计让您在厨房
尽享掌勺乐趣。

泰禾·东府大院城央山水样板间以
泰禾最高产品规制，兑现中原塔尖人群
的生活理想。如今，精装样板间已经开
放，恭迎您亲来鉴赏。 （王夏威）

泰禾·东府大院城央山水样板间火热开放
10月19日，在众多客户的殷切

期盼中，泰禾·东府大院城央山水样
板间开放典礼华彩启幕。数百名客
户莅临现场，共同见证郑州东三环
首座大院国宅的匠心品质。

近2个月来，泰禾·东府大院大
动作不断：举办郑州媒体北京故宫
行、项目示范区耀世启幕、“三盘联
动”举办国庆假日主题活动……开
启霸屏模式的泰禾·东府大院精彩
纷呈，好戏连台。现在，广为全城精
英人群期待的精装城央山水样板间
终于正式亮相，再创中原楼市佳话。

10月18日晚，首届“风夫子火锅节”热
闹开启，诚意满满的“好毛肚，1块钱”活
动，让现场来宾和众多食客品味到风夫子
的风雅别致。

本次活动由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风
夫子火锅主办，河南美食榜、郑州九零文化
承办，百事可乐全程赞助。风夫子火锅主
理人表示：“我们用‘好火锅，慢慢吃；闲情
风夫子，静雅慢生活’的形式，意在给快节
奏都市人量身打造一个静谧港湾。”

风夫子火锅面积 2000平方米，能同时
容纳200多人就餐。室内整体格局和装潢
由清华美院空间设计师打造，产品也是精
益求精。菜品来自蜀海公司，IS900贯标
认证，明档操作，让客人吃得放心；好毛肚
1块钱，让消费告别压力。

吃火锅，最重要的当然是锅底。风夫
子选用“双红”锅底，致敬味蕾与生活。辣
椒红和番茄红的搭配，是让人难忘的舌尖
二重奏。

风夫子的风云毛肚在上桌前也费了不
少工夫，用木瓜蛋白酶嫩化，涮进锅中那绝
对是风起云涌般的热闹，是餐桌上的明星、
不可动摇的招牌。环境与产品之外，就数服
务最能打动人心。衣裙摇曳的汉服小姐姐
穿梭往来，服务周到，秀色可餐，让人心神
舒爽。食有道，味无穷。2019年10月18日
~12月31日，风夫子“1元好毛肚”活动限时
上线。 （张旭云）

首届“风夫子火锅节”热闹开启

涮的是火锅 品的是风雅
太太乐第二届全国鲜味
科学知识竞赛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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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融信世纪企业咨询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

请贵司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前向我司
缴纳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2020 年 5 月 6 日
的房租租金及相关费用，如未按期支付，
我司与贵司于 2018 年 5 月 3 日签订的金
印 现 代 城 ZZJYXDC1800018 号《租 赁 合
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予以解除，不再
履行。

特此通知！
郑州汉美姿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

根据新乡中建辰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 3,078.2 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 2,974.29 万元人民币，相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
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公司
将按照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新乡中建辰峰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24日

减资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1月 25日 10时至 2019年 11月 26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航空港区展翔路 6号 2号楼-1-3层 07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
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
t.htm?spm=a213w.3064813.0.0.WmDIVt ＆ u
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 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户
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位于郑
州市二七区长江中路 128 号院（北区五期）
9号楼 2层 53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的相关规定，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委托核工业二
三 0研究所对以下三项输变电工程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现
将建设项目相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向公众公示如下：

一、工程概况
1.信阳固始河桥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固始县城西部胡

族铺镇黄大树根村南，规划主变容量 3×50MVA，本期新建 1#主
变 1×50MVA。

2.信阳市区韩场（程庄）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变电站位于信
阳市平桥区，规划主变容量 3×50MVA，本期新建 1#主变 1×
50MVA；新建 110kV 线路 1 回，全部位于信阳市平桥区境内，路
径全长5.7km，同塔双回架设。

3.信阳市区云海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位于羊山新区，规划
主变容量3×50MVA，本期新建1#主变 1×50MVA。

二、竣工环保验收主要内容
调查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工程设计文件确定的环境保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已造成
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以便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
补救和减缓措施。

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因子
1.调查范围：生态环境、电磁环境、声环境、水环境和公众意

见等。
2.调查因子：

（1）生态环境：调查工程施工中植被遭到破坏和进行恢复的
情况，以及工程占地类型、临时占地的恢复情况、弃土渣场的恢
复与防护情况；

（2）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3）声环境：等效连续A声级。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本次公告就项目的环境保护问题，征求项目所在地和与项

目相关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本项目在施工
期和运行期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意见的形式和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征询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少于 10日，任何

单位或个人可于公示意见征询截止日期前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验收单位反映意见和建议。

六、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
联系人：秦主任
联系电话：03766523015
2.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通讯地址：郑州市高新区长椿路11号 1号楼 1505
联系人：刘经理，联系电话：13937126367
电子邮箱：815703910@qq.com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三项输变电工程竣工环保验收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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