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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3日，为回馈客户、答谢社会各
界的支持，由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主办的“光
大之夜”2020年新年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
心举行。国际著名乐团布达佩斯爱乐乐团
为700名观众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音乐会前，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杨光发表致辞，对社会各界长期
以来的关心、支持、帮助和厚爱表示感
谢。他介绍，2019年郑州分行在集团、总
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河南省委、省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实
现了均衡稳健发展，概括为“六个新”：合
作取得新突破、综合金融取得新成效、经
营创造新纪录、品牌建设呈现新气象、释
放发展新活力、党建工作开创新局面。

杨光表示，2020新十年的大门即将开
启，新的一年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将抢抓机
遇，努力拼搏，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和民营
经济发展，严控风险、合规经营，推进综合

金融服务，打造可比较竞争优势，为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

音乐无国界，16 首中西名曲轮番登
场，《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马刀舞曲》《春
之声圆舞曲》等一些耳熟能详的欧美名曲
将全场观众带进一个纯净唯美的艺术世
界，《红色娘子军序曲》《我的祖国》《红旗
颂》等红色经典音乐激发了听众高昂的爱
国热情，现场掌声不断。音乐会后，客户
们对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别具一格的组织
安排交口称赞。

据了解，布达佩斯爱乐乐团创建于
1853年，由布达佩斯爱乐协会发起。很多
年里，它曾是匈牙利唯一的专业交响乐
团，自从成立以来，乐团与很多著名的音
乐家都有广泛的合作，创始人是匈牙利作
曲家、指挥家、钢琴家，被称为匈牙利国家
歌剧院之父的著名音乐家艾凯尔·费伦
茨。 （刘江浩）

与700名客户一起别样“迎新”
郑州“光大之夜”2020年新年音乐会顺利举行

辽源矿业集团公司梅河煤矿隶属于吉林省
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去产能矿井关闭，现有国
家划拨土地 1.7 万亩，林地 3000 亩。共建有 9
个原工业园区，15 处办公场所，工业厂房总建
筑面积 7.1 万平方米，专用铁路 10 公里。矿区
基础设施完好，所在地吉林省梅河口市，是东北
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公路、铁路四通八达。

可以采取出售转让、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
经营方式，诚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前来我矿投
资兴业，合作共赢。

联系人：王先生——13844562660
黄先生——18104340958

项目招商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根据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河
南碧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郑州金水杨金
国控碧桂园一期建设项目（1-7#、12#、13#、
17-19#楼）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编制了
《郑州金水杨金国控碧桂园一期建设项目
（1-7#、12#、13#、17-19#楼）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河南碧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验
收工作组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对郑州金水杨金
国控碧桂园一期建设项目（1-7#、12#、13#、
17-19#楼）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
收，并形成验收意见。

郑州金水杨金国控碧桂园一期建设项目
（1-7#、12#、13#、17-19#楼）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报告和意见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在网上公
示，公示网址：http://www.dahe.com.co/cj/2019/
11-23/2273.html。公众可以通过电话、邮寄信
件的方式向我单位提交意见（请公众在提交意
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单
位及时向您反馈信息）。

建设单位：河南碧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郑州市金水区京水路西、杨金路北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13183056792

郑州金水杨金国控碧桂园一期建设项目（1-7#、12#、13#、17-19#楼）竣工环保验收公示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转让方”）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将其对李
喜华（身份证号：6101031966******47）（以
下称“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方基于
保险理赔而享有代位追偿权，对应编号
为：DY20170708004708-001 的 保险单及
编号：DY20170708004708 的借款合同）及
其担保权益，通过阿里拍卖平台公开转
让，上述债权由张继超（“受让方”）（身份
证号：4101041990******32）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竞得，双方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
合法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请求债务人支付理赔款、逾期
保险费、滞纳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
的其他费用等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
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
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的债权人和担保
权利人，债务人直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
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相应的担保责任，
现予以公告。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窑洞民宿小院

送约110平米菜园，独门
独院，水电网天然气入户
适合：休闲度假养生养老

特价15.8万/套起
40 年使用权

地址：新密市大隗镇 电话：13803991657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2019 年 11 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汝州九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目前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
已经完成《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汝州九场
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规定，
我公司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AbVEkD-
tY3UxDGiiFDiaIkA，提取码：1ggd。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查

阅联系人：秦工，联系电话：15038713517。
纸质报告查阅地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

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m_VNer3PaBCRfhGSkzvFjQ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

件、信函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1660040357@qq.com
信函邮寄地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秦工，联系电话：1503871351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截止 2020 年 1 月 2 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汝州九场生猪养殖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2019 年 11 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汝州十三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目前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
司已经完成《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十
三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规
定，我公司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Pju9owb-
GaKqk00oFRxMyw，提取码：fthg。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查

阅联系人：秦工，联系电话：15038713517。
纸质报告查阅地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

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m_VNer3PaBCRfhGSkzvFjQ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

件、信函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1660040357@qq.com
信函邮寄地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秦工，联系电话：1503871351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截止 2020 年 1 月 2 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十三场生猪养殖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助力全民健身 解锁全新玩法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年以
来，始终支持群众体育，助力健康中国，为全
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体彩在广泛支持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的过程中，“科技的翅膀”始终不离其身。
2019年，体彩解锁全新玩法，推出公益金项
目VR展示平台，动动手指，就可以 720度

“参观”体彩公益金建设的全民健身场馆，
通过VR走进体彩公益的世界。

开启探索之旅 公益尽收眼底

进入公益金项目VR展示平台，你可以
选择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观”，这
里是市民健身娱乐的园林，在体彩公益金

的支持下，建设了篮球场、足球场、健身区
等全民健身设施，每年接待游人超过 1000
万人次，举办各类专业赛事400余场。

随着手指滑动，黑龙江亚布力体育基
地已在眼前，这里雪期长达 170天，年平均
降雪1.5米，是国家雪上项目综合体育训练
基地，2014~2018 年，体彩公益金投入近
4.18亿元，用于支持基地场馆、雪道、场地、
造雪系统及索道系统等建设维护，举办赛
事和全民健身运动。

若仍感觉不过瘾，你还可以去青海多
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看一看，这里是
亚洲海拔较高、面积较大、适合耐力性项
目训练的体育训练基地，肩负“奥运争光
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双重任务。
2017~2019年，体彩公益金投入 3.16亿元，
用于基地场馆建设维护、全民健身活动以

及赛事的举办。

坚持与时俱进 公益脚步不停

走进体彩打造的VR世界，穿越时空感
受公益之旅带来的精彩的同时，能够清晰
地看到体彩公益金对体育事业发展做出的
贡献。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年
来，在购彩者的支持下，体彩的公益脚步已
遍布我们身边的每个角落。

在这条漫长的公益道路上，体彩始终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公益新模式和新
玩法，以“公益+科技”的方式开启体彩公益
新体验,让更多人了解公益事业、参与公益
活动，并成为体彩公益事业的受益者。在
公益金项目VR展示平台中，一起见证体彩
集小善汇大爱的公益力量。G （许丽峰）

12月 24日，双色球第 2019148期开
奖，这也是双色球 12亿元大派奖最后一
期派奖！本期，奖池金额为 10.35 亿多
元，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为 0.3亿元，
一等奖普惠奖派奖金额为500万元。

双色球 12亿大派奖活动从 2019129
期（开奖日期为 2019年 11月 10日，星期
日）开始，持续开展 20期。开奖期间，彩
民们购彩热情高涨，双色球销量激增，

期期均超越 4 亿元。截至双色球第
2019147期开奖结束，派奖 19期共开出
头奖 222注，其中一等奖特别奖 152注，
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单注最高奖金
2000万元。同时，在每期派奖中，一等
奖特别奖、一等奖普惠奖的当期派奖金
基本上没有剩余，而且六等奖翻番奖提
前派奖结束，可谓是派奖频送好运。

在派奖期间，双色球给广大彩民朋

友带来了许多惊喜，可谓成绩喜人。河
南省福彩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在已派奖
的前 19期中，河南彩民接连收获 8注头
奖，花落郑州 4注、许昌 2注、新乡 1注、
驻马店 1注。值得注意的是，许昌彩民
收获的2注头奖均出自禹州市，其中1注
出自第 2019135期，为 60人合买投注，拿
下单注 2000万元足额头奖，这也是派奖
以来首次开出的足额头奖，幸运彩民代

表选择露脸领走“现金墙”，见证福彩公
益。另一位是郑州新郑彩民，单式投注
命中第 2019131期 2注一等奖特别奖，投
注金额 20元，收获奖金 2141万元，这也
是派奖期间目前唯一采用加倍投注，并
命中大奖的彩民。此次派奖活动已成为
全国彩友的一场盛大的狂欢派对。期
待更多惊喜的降临，同时也提醒广大彩
民理性购彩。G （张琛星）

VR带你看公益 体彩全新炫酷玩法来袭

双色球12亿元派奖迎来最后一期派奖福彩信息

提起VR技术，很多人
认为它仅用于电影和游戏
等娱乐场景，事实上，这一
技术的应用不只如此。

当VR技术遇见中国
体育彩票，会为体彩公益
事业带来怎样的可能性？
让我们一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