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人河南嵩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申请鹤壁市怡福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
管理人的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企业破产
案件管理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本院决定采取
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具备编入《河南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

的一级管理人；
2.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
定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3.具备从事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经验；
4.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

等不良记录。
上述条件同时具备，可向本院提交书面竞聘材料。本

院收到材料后，根据审核意见选定管理人。
二、申报方式
1.申报管理人的社会中介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

向本院提交申报书5份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
料、凭证。申报书的主要内容为：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申
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工作的经验、业绩；申
报机构拟定的管理人所需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案（包括组
织架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计划草案等）；报价方案；

2.报名时间：自公告刊发之日起七日内；
3.报名地点：淇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联系人：毕登科联系电话：0392-7238799

淇县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1.根据2012年12月19日我行与杞县金华棉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显示，该公司保证在
2014年10月31日前全额归还我行欠息，但是截至
2020年5月19日，该公司仍未归还我行欠息及复利
436241.93元。由于现找不到该公司的准确地址，无
法送达我行《催收欠息通知书》，根据和解协议书规
定，特此公告催收。

2.截至2020年5月19日，杞县天仓粮食贸易有
限公司共欠我行贷款利息及复利1448740.81元，多
次到该公司其工作人员没有签收《催收欠息通知书》，
特此公告催收。

3.截至2020年5月19日，开封市大地棉业有限
公司共欠我行贷款利息及复利4237419.74元，因无
法联系该公司人员，无法送达我行《催收欠息通知
书》，特此公告催收。

4.截至2020年5月19日，开封市天香食品有限
公司共欠我行贷款利息及复利3424091.72元，因无
法联系该公司人员，无法送达我行《催收欠息通知
书》，特此公告催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杞县支行
2020年5月22日

催 收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5月29日16时，在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网址：https://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旧机动车一批。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0年5月28日16时前向我
公司咨询详细情况，实地勘察，并交纳壹万元的竞买保证
金（开户行：建行郑州行政区支行，账号：4100150301005
0208059，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全额无息退回），并办
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20年5月25日-26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8111、15939037783
网 址：http://www.hnpm.cn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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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菊岭上的
幸福元素

——记淅川县大石桥乡茅坪村第一书记李福元
□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爱丽/文图

青山满果木，绿水鸣琴音。
初夏的微风吹拂着紫红的野桑
葚，日月星辰之下的小木屋温馨
舒适……淅川县大石桥乡茅坪村
的金菊岭成了远近游客度假、休
闲、旅游的好去处。5 月 12 日，河
南法制报记者在大山深处的茅坪
村见到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的李
福元时，感觉他已与这里的山、水、
人融为一体（如图）。

2017年5月24日，受淅川县药
监局委派，共产党员李福元任茅坪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2018年 5月，
李福元接任茅坪村驻村第一书
记。虽然下村时有一定的思想准
备，但到贫困户家中深入走访、到
田间地头实地查看时，李福元才真
正感觉到肩上担子的分量。茅坪
村的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全村
195 户中，112 户、388 人属于贫困
户，耕地多为丘陵地，种植结构以
粮食作物为主，土质较差灌溉困
难，收成较低。更何况，村里老年
人居多，没有外出务工增收能力。

面对此情此景，这位有着 15
年军旅生涯的男子汉暗下决心，以
军人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耐得住心、扑得
下身，用真心换真心，以真招求实
效。因此，他把自己的微信名字改
为“撸起袖子加油干”。

李福元从最难啃的骨头着手，
寻求各方的支持，打井解决吃水问
题，加宽村里通往外面世界的山
路，帮助村民危房改建，和村两委
会充分协商、外出观摩学习，长短

线结合发展产业，采取多种经营
模式动员群众发展种植业和养殖
业……村民从不信任到信任，从
不理解到支持，他们感受到李福
元真真切切在做事儿、真心实意
想带村民走上致富之路。经过两
年的努力，茅坪村 112 户、388 人
已全部摆脱贫困。

茅坪村有个金菊岭，一到秋
天 ，漫 山 遍 野 开 满 金 灿 灿 的 菊
花。岭上有石有树有老屋，有自
然生成的神仙洞、夫妻洞，如何把
这些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变成经
济财富呢？李福元一次次登岭，
一步步丈量思忖：一幅发展乡村
生态旅游的蓝图在他心中展开。
2018 年 5 月，“金菊岭生态农业产
业园”启动建设。

通过土地流转，他把农户手中
的 3000 亩山地承包起来，封山养
羊、养鸡和兔子。目前已有可出
栏山羊 300 多头、土鸡 3000 只、兔
子 1000 只。他把转业后还没工
作时和妻子做生意赚的积蓄 140
万元拿出来，陆续建成了长 18米、
宽 6米的两个大棚，种植伏牛山石
斛 1000 盘；建起 100 亩蔬菜大棚，
与淅川县金山超市签订协议，由
超市帮助销售；他把山上的刺玫
树嫁接成几千亩的原始生态月季
园；种植了桃树、红宝石石榴、枣
树等果树，用羊粪和鸡粪为果树
施肥，既环保又省钱；他请人把山
上各种不同形态的太湖石进行开
掘整理，形成了奇石林……

积蓄都投进去了，他又筹借贷

款，前前后后投入 360万元。李福
元泡在茅坪村，泡在金菊岭，顾不
上家里 80 多岁的老母亲，帮不了
妻子的生意，更顾不上照看孩子。
妻子多少天都见不到福元的踪影。

是什么力量让他坚守在扶
贫一线？李福元说：“我是农民的
孩子，出生在农村，当年家里穷，父
亲感冒为了省钱导致肺气肿，后来
发展成肺癌去世，这成为我心中永
远的痛。”李福元又说，“看到村里
的老人，我就想起我的父亲。我下
定决心，不能让他们再走我父亲的
路，不能让乡亲因为穷再受苦痛。”

在一次走访期间，李福元掏
腰包垫资 5000 元帮助贫困户穆香
华家改建危房；村民刘玉娥突然
晕倒，李福元闻讯第一时间开车
把她送到县医院。大石桥乡原党
委书记屈智利说：“李福元是我们
县授予的最美驻村队员。他有当
兵人的刚性，淅川人的韧性，百折
不挠，精神可嘉！”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游玩、采摘、吃、住、拍摄一体化的
金菊岭生态农业产业园 2019 年 5
月开园经营，吸引游客无数，探索
出了以长补短的产业经营扶贫新
模式，茅坪村群众一年四季可在金
菊岭生态农业产业园做活挣钱。
金菊岭上的花果、鱼塘、龙潭都成
了幸福元素，李福元每天拍抖音做
直播。70 岁的村民徐冬云说：“李
书记来后，种果树，建生态园，城里
人都稀罕来俺这个地方玩了，俺们
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啦。”

本报讯 5月20日上午，2020年“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省启动仪式在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举行，2020年“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河南省报名工作正式开始。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 2012 年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一项中国体
育彩票品牌公益活动，主要为缺乏体
育器材和体育教育资源匮乏的学校送
去体育物资及公益体育课，培养孩子
们的健康理念和健身意识，传播体育
彩票关爱未来的责任意识和“公益体
彩 乐善人生”的理念。

河南省自 2013 年加入该活动，在
过去的7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为河

南省 182 所乡村中小学送去了价值近
300万元的体育器材和设施，助力了河
南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基层体育教育设
施配备工作。省体彩中心用温暖有光
的“快乐操场”，燃动河南省青少体育
的 星 星 之 火 。 7 年 来 ，在“ 公 益 体
彩 快乐操场”项目的带动下，很多受
捐赠的学校在得到“快乐操场”捐赠
器材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各级体育、
教育主管部门持续关注，各级部门继
续加大对受赠学校的追加投入力度，
使受赠学校的各类体育配套建设持
续加强。通过“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的公益善举，来自社会各界的公益助
力波不断汇聚，这项活动正逐渐成为

推动我省乡村学校体育发展和基层
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明星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主任王海新介绍，2020 年“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今天正式启动。

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月时间里，全
省乡村小学就可以报名了，报名需要
登录河南体育彩票网，在 2020 年“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报名平台进行，需
要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包括学生总人
数、班级数量、学校详细地址、学校基
本情况等。

据悉，今年的报名时间从 5 月 20
日至6月19日，河南省内体育器材真正
匮乏的公立小学都可申请。有些学校

比较偏远，可能无法及时得到这些消
息，熟悉学校情况的爱心人士也可以帮
助他们申请。

据王海新介绍，今年的“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有两大变化：第一，将捐
赠名额从往年的 25 所，增加到 34 所。
第二，由往年的河南省体彩中心统一
采购、配送器材，改为由各省辖市体彩
分中心结合学校器材缺乏情况，分别
采购器材。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请各学校在
申请“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时，重点添
加学校体育器材匮乏的详细描述，以
确保捐赠的器材是学校急需的。

（大庆）

2020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携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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