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约公告
致：王铁洲

您与我司签订合同（编号：DK2-A269）
的《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购买誉城
四号院项目A269 号车位使用权，因您未按
时支付合同价款，我司依约解除该合同并
扣除相应违约金、定金，并公告告知您解除
事实。请您于登报之日起尽快携带身份证
原件、车位收据原件、本人名下银行卡、《地
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如有）到融创
中原宸院售楼部办理退款事宜。

河南中之祥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18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受托我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上

午9时在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雪佛兰
机动车一辆，有意向竞买者请与拍卖日
前到我公司缴纳保证金后参与竞买。

展示时间地点：拍卖日前标的物所
在地

咨询电话：13783835888
公司地址：安阳市昊澜迎宾馆 4 号

楼505房间
河南安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18日

债权申报公告
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经漯河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解散，现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
算组成员为李明、晏军、赵敏、郑银峰、李学深、宋
军建、韩兆祺，其中李明为清算组组长，晏军、赵敏
为清算组副组长。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
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的，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债权申报地
址：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红路东段（厂区内），
联系人：魏焕焕，电话：13598863582。

特此公告。
河南中鼎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5月14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6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
6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五龙口南路16
号院附1号5幢3单元2层141号进行
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6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
6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北路36号17号楼3
层301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将于2021年6月4日10时起至2021年6
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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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305号3
号楼2单元6层西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ifa.jd.com/2238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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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6月2日10时起至2021年 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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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区兴隆街8号附1号2层79号（房屋所有权证
号：郑房权证字第0601060030号）房产一套进行
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
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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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17日

催告函
致：单丽娇（身份证号：410526197802212021）

您与郑州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司”）于 2015年 8月 31日签署编号为
15002097196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我司
开发的惠济区迎宾路北、银通路东5幢1单元
16层1604号房产，以首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
的方式支付购房款，您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河南分
行”）按揭贷款858000元，我司为您的该笔贷
款提供阶段性保证担保。

您自2018年4月以后开始拖欠建行河南
分行的贷款，我司自2018年4月27日至2021
年2月27日共计收到建行河南分行扣划我司
保证金192546.52元的通知，因您未及时向建
行河南分行偿还每月按揭贷款，导致我司承担
了保证担保责任。现我司函告您于收到本函
后3日内向我司偿还垫付款192546.52元，否
则，我司将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解
除与您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追究由此
给我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违约
金、赔偿金、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诉讼费、保
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

特此函告！
郑州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催告函
致：刘丽华（身份证号：41052619820810222X）

您与郑州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司”）于 2015 年 9 月 8 日签署编号为
15002112110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我司
开发的惠济区迎宾路北、银通路东7幢2单元
3层302号房产，以首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的
方式支付购房款，您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河南分
行”）按揭贷款520000元，我司为您的该笔贷
款提供阶段性保证担保。

您自2017年3月以后开始拖欠建行河南
分行的贷款，我司自2017年3月30日至2021
年2月27日共计收到建行河南分行扣划我司
保证金99460.15元的通知，因您未及时向建
行河南分行偿还每月按揭贷款，导致我司承担
了保证担保责任。现我司函告您于收到本函
后3日内向我司偿还垫付款99460.15元，否
则，我司将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解
除与您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追究由此
给我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违约
金、赔偿金、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诉讼费、保
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

特此函告！
郑州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声明
河南省国田置业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4101040074158（已备案）未曾在与房产抵债
协议书上（李某某 410901****0405****）2020
年6月30日加盖公章；另一份房产抵偿建设工
程款协议书上（梅某某 410928****1006****）
2021年1月3日加盖公章，以上两份协议公章
编码4109020191407与原章不符，系伪造公
章，为无效合同。现声明，凡是加盖与我公司不
一致公章的合同、协议的本公司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河南省国田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探访荆门特色小镇
公益体彩助推乡村振兴新模式

“荆江水阔烟波转，荆门路绕山葱蒨！”在湖北荆门，集体育、休闲、
旅游、文化、健康、教育、科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如一幅美
丽宜居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近日，由国家体彩中心等开展的“汇聚微公益 启航新征程”优秀公
益金项目宣传报道系列活动，先后走进全国首批96个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中的湖北两地——荆门爱飞客航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京山网球特
色小镇，体验“体育+”魅力，感受乡村振兴新模式，见证公益体彩力量！

“体育+”共筑腾飞梦
爱飞客航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面积

约30平方公里，先后入选全国首批特色小
镇、中国民航科普教育基地、国家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依托小镇优势，
当地连续三年举办荆门“爱飞客”飞行大
会、第十九届亚洲跳伞锦标赛、爱飞客彩虹
音乐跑、环漳河自行车赛等精品赛事，打造
出一条运动旅游精品线路。

2016-2019 年，体彩公益金投入近
2000万元用于小镇基地建设发展。“十三
五”期间，在体彩公益金等多项资金的支
持下，小镇又兴建完善了爱飞客文化展示
中心、众创中心、飞行体验中心和极客公
园等项目。

京山网球运动历时30多年，如今，286
片网球场遍布城乡，8万人常年参与网球
运动，市民在城区任何地方步行15分钟内
就可以到达网球场，网球比赛常年不断，基
本实现月月有赛事。2017年8月，国家体
育总局批准京山市温泉新区为“中国网球
特色小镇”试点，为全国96个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试点项目之一。

近年来，体彩公益金投入700余万元
支持京山文峰网球公园场馆免费开放。
每天早晚，在这里健身运动的市民数以
千计，成为当地网球爱好者良好的运动
场地。

“公益+乡村”体彩挥笔墨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以运动和旅游休

闲为特点建设的，具有体育内核的全民健身
平台，也是集体育赛事、休闲娱乐、陶冶文
化、旅游观光、教育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体
育产业基地。在第一批96个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试点项目名单中，湖北省占据6个。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始
终不忘初心，不断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
设发力助力，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
动能。

2017年，1.86亿元体彩公益金资助62个
条件相对较好、工作基础较扎实的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设施项目，每个小镇300万元。

2018年，9900万元体彩公益金支持33
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每
个小镇300万元，用于建设完善运动休闲
设施，组织开展相关体育赛事和活动。

2019年，为引导各地发挥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试点项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
功能和价值，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脱
贫攻坚，2700万元体彩公益金支持9个国
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每个项
目资助300万元。

助力乡村振兴，公益体彩先行。快
看，荆门市漳河新区爱飞客航空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京山网球特色小镇正在公
益笔墨中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幸
福生活！G（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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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日，大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
六全告诉河南商报记者，“现在客流更
多了，游客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

源源不断的客流，为当地做小生意
的村民带来了更多收入。而之前提到
过的灯光秀也于 4月 24日正式启动，成
人票 20 元、儿童票 10 元，五一假期期
间，每天的门票收入均超过1万元。

在商报之前的报道中，王六全提

到，他们想利用这波流量红利在民宿和
餐饮方面发力，如今进展如何？

“还需要时间。”王六全说，“我们希
望以小屯村为点，带动周边村落的发
展，目前正在向前推进。大家都希望早
日实现乡村振兴，日子越来越好。”

这个河南小伙 被华春莹“点赞”
90后新乡小伙，靠涂鸦把小村庄变成“童话世界”近日，这个“神笔马良”又在国外“火”出圈了

童话故事里神笔马良凭借一支画
笔，让所画之物活了起来；现实中河南
新乡90后小伙大新，凭借一双巧手，
让平凡的小村子“火”了起来。不仅如
此，这把“火”还烧到了国外。前几天，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推特上发
文，点赞了这双巧手。

河南商报记者 张逸菲

前几天，华春莹在推特发文，为河南
90后小伙大新（全名尚勤杰）点赞，称赞
他从城市回到家乡，把曾经的小村庄变
成了一个充满童心快乐的童话世界，进
而使这里成为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对此，大新说，“觉得很激动，感谢华
春莹女士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丽乡村！”

其实早在今年4月初，河南商报就对
大新在辉县张村乡小屯村的墙面涂鸦进
行了报道。大新画笔下的30余面涂鸦墙
色彩鲜明，点燃了原来颜色单调的小村
庄。随着村庄涂鸦墙的传播，村子人气
越来越旺，村民们也从最初对壁画的抗
拒变为现在的欣然接受。

在华春莹推特点赞大新之前，大
新已经“火”了一波。被点赞后，又有
许多网友关注大新，在他的视频平台
留言、发私信。大新说，网友的鼓励让
他很感动。

随之而来的还有质疑，这给了大
新很大的压力。大新说，“有些人看到
我画中的失误，说我不专业。另外我
也会创作一些原创内容，却被人质疑
抄袭。”这些声音让大新在创作上有些
畏首畏尾，他希望有更多创作空间。

大新现在在休憩，休憩结束后他
会重回小屯村完成剩余的壁画。接下
来，大新想利用一段时间沉淀自己，在
提升自己绘画技巧的同时，多做一些
原创的作品。“我希望被大家认同，特
别是自己的原创作品。我也有梦想，
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大新说。

五一期间，小屯村每天的灯光秀门票收入过万元

“神笔马良”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艺术家

受访者供图

90后新乡小伙，被华春莹点赞

“神笔马良”大新
给小屯村带来了哪些
变化？扫码看详情

大新和小屯村的小朋友在壁画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