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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被巩
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大队及其各中队扣
留在交警大队指定停车场的小型轿车、货车、
农用三轮车、摩托车、非机动车（2019年1月
1日之前扣留车辆），自发布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请车主（或车辆拥有人）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及相关证件，到扣留车辆的交警中队依
法接收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将对扣留车
辆公告之后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巩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大队
2020年9月14日

公告 （2019）豫0191执9353号
河南银鑫实业有限公司、李学良、张彩芝：

我院受理的河南银鑫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李
学良、张彩芝追偿权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决定拍卖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农业路东62号1-2层138（预售商品房预告
登记：12090033997）房产一套，现拍卖时间为2020
年10月22日10时起至2020年10月23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网址为 http://sf. taobao.com/0371/
13）。

特此通知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拍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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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新城郡望府（备案

名：新城郡 D 地块）小区已通过验收，
具备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将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9 月 18 日办理集中交
付。因交付人数较多，建议您根据线上
预约时间前来办理交付：

一、交付地点：荥阳市郑上路与飞
龙路交叉口西南侧新城郡望府小区。

二、请您根据《交付通知书》的约定
准备相应款项及资料。

三、详细情况请咨询新城郡望府营
销中心，联系地址：郑上路与织机路交
叉口西南侧，咨询电话：0371-68156888。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乔迁
之喜！

特此公告！
郑州隆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0日

房屋交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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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凤凰山生态公园项目一期工程主
要建设高阁彩凤、凤凰清音、白象幽潭、花
舞人间、分将古韵、点将台、景区入口等景
点节点的打造，道路、亮化、绿化、驿站、停
车场、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此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现已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向公
众公开项目有关信息：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JnPyFT

jlhN19fZ4VQph5Q，访问码：wft5。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bP-mb

AiyHXWgWkvflvWiQ，访问码：a5t3。
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位查阅。
征求意见的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

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详
细意见可通过信函、邮件或其他方式，自本
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提交我们。

建设单位：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新乡市凤凰山生态公园工程建
设管理局，毛柯：0373-3696565

评价单位：河南极科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李工：0371-86528828（1006081241@qq.
com）。

新乡凤凰山生态公园项目一期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参公示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上午 10 时整在我公司拍卖厅依法定
程序对位于叶县昆阳大道西、健康路北办
公楼一层 28 间门面房三年租赁权（每间保
证金：1万元）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取。有
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及保证金
到我公司办理拍卖会报名手续参加竞买。
竞买不成功或拍卖会因故延期或取消，保
证金全额按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20 日下午
4时止（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为准，逾期
到达的，不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912939；15738170001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工行大厦

20楼
公司网址：www.baocaiauction.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5-2832661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4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年 9月 21

日上午 11 时整在巩义市杜甫路街道黑
石关村河南永利壁纸有限公司办公楼会
议室公开拍卖河南永利壁纸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包含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电
子设备）。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
下午 5点前将一定数额的拍卖保证金汇
入我公司指定账户（收款人：河南祥龙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郑州银行会展支
行，账号：938260020109210514，以实际
到账为准。竞买未成交保证金五个工作
日内全额无息退回）并携带有效证件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详情咨询电话：0371—86531722
18037316213

河南祥龙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9 月14日

拍卖公告 张小东：
根据您与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10月

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您应向该所支付律师
代理费用叁拾陆万元整；根据您与河南天纲律师事
务所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
您应向河南天纲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用叁万
元整，现上述两律所已将此费用收取权转让与河南
新誉佳律师事务所。

由于您拒绝领取我所通过邮寄方式对您发出
《代理费收取主体变更（债权转让）通知函》及相关附
件，我所特以此方式通知您，望您自本通知之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尽快联系我律所，完成上述代理费用的
支付。
河南新誉佳律师事务所，张雨曼，0371-56789148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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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9月28日10时起至2020年9月2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新郑路218号17号楼1层18号（不动产权证号：
1301137222）的房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
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
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
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9月11日

拍卖公告

我司现有一批废旧固定资产拟向社会公开
出售，有意购买者请报名。具体如下：

1.公告时间：2020年 9月 14日。
2.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全天接
收报名，其他时间不接收，上午 9:00 开始，下午
5:00 截止。报名地点：郑州市经开区花马东街
123号 A1-U2号，齐亚萍 0371-85390883

3.竞价形式：书面报价，价高者得。
4.处置资产及底价：岗亭1个、惠普HP笔记

本电脑（CND8242SG4）1 台、惠普 HP笔记本电
脑（CNU91546FP）1 台、DELL 台式电脑 7 台、
HP 笔记本电脑（CNU0033YV3）1 台、IBM 笔记
本 1台、数码相机 1台、升降机 1个、照明系统 1
个、合力叉车 1台、叉车电瓶（R16S）1 组、格力
空调1台，条码打印机4台、扫描仪4个、扫描枪
14 个、数据传输座 2个、HP打印机 3台、监控 2
个 、网 络 安 装 服 务 费 1 个 ；以 上 资 产 底 价
32200.00元。

5.报名时须提供资料：投标人居民身份证原
件，如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
章及委托代理人证明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郑州保中仓储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处置废旧
固定资产的公告 我公司《郑州百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兽药

加工生产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已基本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向公众
公开环境保护信息具体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_SX8SUo1S-JXoiXGcCwnIA，提取
码：4rwk。

2.《郑州百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兽药加工生
产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纸质报告书已放至公司办公室，公众可以
联系相关人员进行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范围为本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

和相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7bCnko_Y3uut3IKM8-GxAA，提 取
码：m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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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郑州百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华

夏大道与南海大道交叉口东200米路北
联系人：张工，联系方式：0371-62428277

郑州百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郑州百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兽药加工生产线改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执业证挂失，声明作废：唐凤华：00007441140000002019000780；乔萌萌：00007441040000002019000456；李
云：00007441020000002019000364；方彩朋：00007441000000002019014276；胡晓祎：00007441040000002020000755；周三荣：0000744113000000202
0000121；仝艳红：00007441150000002019000093；张延枝：00007441000000002019022127；贾景娜：00007441100000002019003004；刘新玲：
00007441040000002019001432；陈志刚：00007441150000002020000138；张俊美：00007441000000002020000607；鲁艳菊：000074410400000020200
00554；姚鹏鸽：00007441040000002020000337；吕淑娜：00007441040000002019001221；禄伟民：00007441100000002019001009；吴成山：000074411
40000002019001619；刘术红：00007441040000002020000642；孟俊甫：00007441040000002019000083；吕娟：00007441040000002019001002；李志
良：00007441100000002019003406；张兰兰：00007441040000002020000984；赵秋红：00007441040000002019002208；王京凯：0000744110000000202
0000296；潘秋红：00007441100000002019003713；刘小丽：00007441130000002020000285；张静静：00007441100000002019002575；李宝霞：0000744
1050000002019000417；侯全彦：00007441040000002019002056；楚小丽：00007441100000002020000358；魏书芳：00007441100000002019000959；豆
巧英：00007441040000002020000933；马素芳：00007441040000002020001024；张梦鸽：00007441040000002019000309；杨亚卜：00007441000000002
019016850；杨松岭：00007441100000002019001285；刘孝龙：00007441140000002020000131；张孝坤：00007441140000002019001065；郑小霞：
00007441100000002019000389；张清锋：00007441040000002019000995；王普章：00007441000000002019007210；孙世黎：000074411500000020190
00518；魏俊丽：00007441040000002019001939；何东：00007441000000002019022983；杨培培：00007441040000002020000520；梁开放：00007441000
000002019001753；张艳芳：00007441040000002019001213；黄森：00007441140000002020000772；孙可可：00007441100000002020000719；贾姣姣：
00007441000000002019016913；唐清意：00007441130000002020000365；王仕鹏：00007441100000002019003422；张爱梅：000074411400000020190
01073；郭艳密：00007441040000002019001060；陈君梅：00007441100000002019003498；王钟：00007441050000002019000610；董梦丽：00007441040
000002019001465；王月梅：00007441040000002020001137；王媛：00007441040000002019001623；田树丽：00007441160000002019000762；夏萍：
00007441020000002019001365；张楠：00007441130000002020000084；李亚丽：00007441140000002019001418；温博：000074411400000020190020
79；王萍：00007441140000002019000763；王艺蒙：00007441140000002019001426；郭会凡：00007441000000002019021652；李頔：0000744102000000
2019001210；高大丽：00007441030000002019000170；李冰丽：00007441160000002020000137；刘小菊：00007441030000002019000196；李春花：
02000941140080020181100486；张敏：00007441020000002019001308；李明珠：02000941050080020190100166；许莉莉：00007441040000002020000
909；张迪：00007441100000002019003053；王芳芳：00007441100000002019003893；郭秀英：00007441140000002019002302；李慧：000074411400000
02020000560；余亚楠：00007441040000002019001109；田林雪：00007441130000002020000252；裴昌猛：00007441130000002019001740；刘春灵：
00007441100000002019003869；吴娇：00007441000000002019010883；刘春燕：00007441140000002019001741；陈巧梅：00007441130000002020000
068；马素华：02000941020080020180600069；何新义：00007441040000002019002136；孙玉敏：00007441050000002019001348；刘远朋：00007441100
000002020000132；朱晓锋：00007441040000002020000345；黄军平：00007441100000002019002964；王霞：00007441150000002020000066；杨杰：
00007441000000002019022991；李平：00007441130000002020000373；王伟红：00007441100000002019003852；何磊磊：00007441040000002020000
925；李秋军：00007441100000002019003174；张蕊蕊：00007441040000002019001553；王秀彩：00007441100000002020000559；黄孝昌：00007441140
000002019001137；张琳：00007441130000002019001926；牛小菊：00007441130000002020000461；陈丽：00007441140000002020000594；董扬扬：
00007441000000002019016997；何苏纳：00007441100000002019003203；黄茜：00007441140000002019001266；李敏：0000744100000000201901716
6；邢艳玲：00007441140000002020000318；李志伟：0000744110000000202000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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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海报风格对比，有细心的网友还发现：“为什么去年
的海报有‘金鸡’没‘百花’，而今年的有‘百花’没‘金鸡’呢？”

想要知道缘由，咱们得先了解了解“金鸡奖”和“百花奖”。
据了解，中国电影金鸡奖创建于 1981年，因当年属中国

农历鸡年，故取名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评奖活动。几十年来，
金鸡奖因其评奖标准的专业性、学术性，评委会组成的权威
性，评选程序的民主严谨性，被称为中国电影的“专家奖”。

百花奖的评选始于 1962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倡
导和关怀下创立的、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全国性文艺评奖，
也是我国电影界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奖项。至
今，历时58年，今年为第35届。百花奖代表观众对电影的看

法和评价，并由观众投票产生奖项，因此又被称为“观众奖”。
1992年，在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活动

的基础上，为了更加丰富电影文化交流，更好地为电影人和
观众打造全方位的互动平台，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和代表
观众意见的百花奖合二为一，成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自 2005年起，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始隔年轮流评选，也就
是说，金鸡百花电影节每年都会有，但奖项是单数年颁发专业
评审制的金鸡奖、偶数年颁发观众投票制的百花奖。去年的
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发的是金鸡奖，今年轮到百花奖“坐庄”。

不过，去年举行的第 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上宣
布，金鸡奖要由原来每两年评选一次改为每年评选一次。这
也意味着，金鸡奖、百花奖隔年轮流评选要成为历史。

下周四，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郑州启幕

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海报
为何只见“百花”不见“鸡”

自从去年11月份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落户郑州的消息
“官宣”，不少郑州人就充满了期待。

今年8月底，电影节主视觉海报对外公布，网友在惊叹于画面清新、好看的同时，也有人疑
惑：说是金鸡百花电影节，为啥海报上看到了“百花”，却没见到“金鸡”呢？

城市生活

两届电影节海报大PK，双双收获网友好评
8月 29日，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主视觉海报，
海报一经发出，网友纷纷表示，这也太好看了吧！

据介绍，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电影行业受到疫情冲击，
金鸡百花电影节来到郑州，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主视觉海
报的整体色调选择了代表希望的绿色，希望中国电影人站在
故里的土地上感受根的气息，在天地之中郑州，吹响集结号，
锚定信心再出发。

海报主体形象选择大鼎作为背景，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为灵感，延展“希望”的意境，秉承简约、大气的风格，通过花

蕊的色彩变幻，凸显“心灵故乡光影盛宴”的意境。各种线条
构成的花朵造型，张开的花瓣像放映机投射出的光芒，拥抱
来自五湖四海的电影人，以此传达“文明之花赋予电影生机
和活力”的温暖寓意。

“美哭了”“有寓意、有内涵，无可挑剔”……在网友感叹
的同时，还有人拿出了去年电影节的海报，进行对比。

去年电影节的举办城市是厦门，电影节海报以“大浪淘
沙始见金”为理念，呈现出一个带有颗粒磨砂质感的“金鸡”
字体，整体轮廓恢弘大气，凸显出“海纳百川”的气势和愿
景。简约、大气的海报同样收割了一波好评。

金鸡百花电影节由金鸡奖和百花奖组合而成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海报

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海报

图片来源：“金鸡百花
电影节”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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