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8 日上午，河南“福彩双色
球，每周送汽车”活动第 7期 6位中
奖者迎来集中领奖日，其中一名中
奖者因个人原因推迟领奖，其他 5
位中奖者当天顺利领走汽车。据
了解，目前送汽车活动仍在火热进
行中，还剩余两期，持续至 7 月 19
日。

“ 这 次 中 了 汽 车 ，感 觉 很 不
错。”驻马店彩民李先生说，他购买
福彩有 15年了，是忠实的双色球老
彩民，收获不少购彩乐趣。有一次，
他选了号码，但没有及时购买，开奖
后发现与大奖擦肩而过，这让他遗

憾至今。“之后我几乎每期都买，坚
持自己选号，相信好运还会来，果然
汽车大奖就来了。”

李先生和其他中奖者顺利办好
验票登记手续，然后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来到汽车 4S 店。颁奖仪式
后，中奖者挑选心仪的车架号，并登
记确认、合影留念。现场的工作人
员表示，当天没有前来领汽车的中
奖者，应及时前来领奖，在领走汽车
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下中奖经历，让
大家“沾沾喜气”。

据悉，为回馈彩民，5月18日至
7月 19日，连续 9周，河南福彩开展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活动。
全省范围内的购彩者购买当周单张
20元（含）以上双色球彩票，可使用
豫彩通App或豫彩通微信小程序，
扫描彩票票面右下角二维码参与抽
奖。活动以周为单位，每周共计 6
名中奖者，抽奖结果在河南福彩官
网、官微公布。活动共进行 9 次抽
奖，累计送出汽车54辆。

目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
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相约双色球，在
助力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赢取更
多好运，参与汽车抽奖。

（豫福）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煤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豫10民破8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了河南煤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7月1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0
民破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案件指定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豫1081民破2号决定书，指定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联合郑州通领
破产清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河南煤业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管理人已接收河南煤业公司的财务、资产，为保证河南煤业公司破产清算中的审计工作公
正、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管理人决定公开选聘审计机
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范围：对河南煤业公司的财务资料、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机械设备、办公设施、对外债
权等）进行全面审计；

二、此次招聘，审计机构的报价不得超过人民币12万元；
三、申报的主体应满足下列条件。 1、申报机构应在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人员信息平台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名录内；2、申报机构应具有一定的破产清算工作经验；3、申报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四、申报文件所需资料。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2、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证
明；3、申报机构所在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人员信息平台（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页的截
图；4、申报机构以往参与破产案件的工作经验、业绩的资料；5、申报机构拟定的工作方案及报价。

五、申报文件的提交。1、申报文件应于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管理人提交申报文件一式三份；
2、申报文件接收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277号正商学府广场A座706；3、联系方式：彭志
伟，联系电话：19937693297。

六、公开竞价、评审并确定审计机构
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7月15日

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招聘审计机构公告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煤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豫10民破8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了河南煤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7月1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0
民破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案件指定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豫1081民破2号决定书，指定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联合郑州通领
破产清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河南煤业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管理人已接收河南煤业公司的财务、资产，为保证河南煤业公司破产清算中的评估工作公正、
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管理人决定公开选聘评估机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范围：对河南煤业公司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机械设备、办公设施、对外债权等）进行全面评估；
二、此次招聘，评估机构的报价不得超过人民币8万元；
三、申报的主体应满足下列条件。1、申报机构应在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人员信息平

台（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名录内；2、申报机构应具有一定的破产清算工作经验；3、申报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四、申报文件所需资料。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2、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
证明；3、申报机构所在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人员信息平台（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页的截
图；4、申报机构以往参与破产案件的工作经验、业绩的资料；5、申报机构拟定的工作方案及报价。

五、申报文件的提交。1、申报文件应于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管理人提交申报文件一式三份；
2、申报文件接收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277号正商学府广场A座706；3、联系方式：彭志
伟，联系电话：19937693297。

六、公开竞价、评审并确定评估机构
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7月15日

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招聘评估机构公告

根据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与薛力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公告清单》中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担保权依法转让给薛力。现开
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与薛力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及其从权利
转让事宜。薛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公告清单》中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薛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
薛力

2020年7月15日
附：公告清单

基准日

河南兴旺饲料
有限公司

1 YCS201501029

自然人张同震、张仪，河南恒信金融仓储有限公司、河南
隆佳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债
务人河南兴旺饲料有限公司名下5500吨小麦提供质押
担保（质押物已灭失）。

7,946,489.26
2020年
4月20日

序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本金(单位：元)

河南隆佳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

YCS201501024
YCS201501042

河南恒信金融仓储有限公司、永城市正汉面粉有限公
司、纪明坤、李莹、纪明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务人河
南隆佳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9000吨小麦质押担保。

13,612,556.24
2020年
4月20日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19937116527
地址：郑州市龙兴嘉苑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3949403530
地址：开封市禹王台区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苏州

路西段3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为截止到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薛力的利息按原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与薛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拥有以下企业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已于2005年11月26日转让给豫泰国际（河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豫泰国际（河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20日将上述债权经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转让给登

封市财务开发公司（现登封市财务服务中心），登封市财务服务中心（原登封市财务开发公司）对下列债务人拥有合法债权，

并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3、2015、2017年法律时效区间内在《河南法制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现再将债务人名

称、债务本金、担保人公告如下，敦促各债务人、担保人及早向登封市财务服务中心（原登封市财务开发公司）履行偿债义

务。本公告所列债务金额系债务本金金额，因债务本金产生的利息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并均为债务人、担保人履行还

款义务的范围（刊登内容如有差错，以借款合同为准）。

联系电话：0371-62872161 联系人：李女士王先生 地址：登封市中岳办事处中禾广场A座1617房间

登封市财务服务中心 2020年7月15日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债务本金 担保人

登封市鑫峰胶合板厂
登封市根诵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塑料总公司
中国建材院郑州中岳联营特种水泥厂
郑州围圆沟扶贫二矿
登封市东华木制品公司

350000.00
8686032.66
9990000.00
9330000.00
300000.00
850000.00

郑州前卫物资公司

登封市根诵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马池煤矿

债务人名称 债务本金 担保人

河南省登封市唐庄磨料厂
登封市臻锦水泥厂
河南省登封市颖源特种水泥厂
郑州市登封县染化厂
郑州市中原高频焊管厂
河南省登封市畜禽系列繁育厂

5050000.00
5260500.00
6110000.00
7165000.00
2460000.00
2263000.00

登封市彩印包装厂、登封市锻造厂

登封市杜家湾煤矿

登封县第二水泥厂、郑州市嵩山海绵加工厂

登封市白坪乡烟煤矿、登封市鲁豫建材设备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本人蔡秀展（女,1970年 5月 26日出

生,汉族,小学文化，务农，住河南省巩义市

涉村镇洪河村曹地岭东20号）、本人郑红克

（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务农，住河南省巩义市涉村镇洪河村曹地

岭东20号），因涉嫌非法狩猎罪于2020年

6月17日被巩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发后，我们深刻反省

自己的过错，真心悔过，认识到自身法律意

识淡薄，捕杀野生动物不仅对生态环境造

成破坏，也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为此，我

们特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希望大家引以

为戒,不触犯法律底线，增强法律意识，保护

生态环境，做一名懂法、守法的公民。

道歉人：蔡秀展、郑红克

2020年7月15日

公开道歉信

进基层宣讲党的理论

本报讯 近日，清丰县法院举行“党的
理论创新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该院党
组书记、院长赵志学以“学习贯彻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讲话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为题进行宣讲。

（韩丽敏）

排查处罚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

本报讯 日前，邓州市应急管理局严
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深入排查安全隐
患，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该局执法人员对工贸企业、建筑施
工、市政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部位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排查，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和违
法行为，依据有关法规予以处罚。同时加
强宣传教育，督促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安
全培训，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下一步，邓州市应急管理局将进一步
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强
化与住建、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对
涉及安全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 （包宛阳 路重阳）

一时贪念惹祸被判刑

本报讯 张某在经过某店面时，看到
此店面正在卖废品，店内一编织袋内装有
现金，一时起了贪念，顺手牵羊将编织袋
趁乱偷走。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审理
了此案，张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常丹阳）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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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幸运彩民领走汽车

福彩送汽车活动
仅剩两期

河南彩民再中大奖。7 月 7 日
晚，双色球第2020060期开出头奖38
注，单注奖金 523万余元，河南彩民
收获两注，分别出自三门峡陕州区
三门峡西站对面 41128301 投注站、
长葛市建设路铭心路41108202投注
站。

7月 8日，长葛彩民刘先生来到
省福彩中心领奖。据了解，他采用
复式“7+1”投注，命中当期头奖，同
时还中得其他奖项，奖金共计525万
余元。“太幸运啦，购彩没多长时间
就中了。”刘先生说，自己购彩还不
到一年，算是新手彩民，此次中奖的

号码是他自己选的，守号投注了三
四期就中了头奖，对他来说真的是
意外之喜。“大奖来得很及时，先把
欠的外债还了，然后再做点生意，以
后还会继续买双色球。”

三门峡大奖得主李先生于7月9
日上午现身兑奖。李先生是位老彩
民，购彩有15年了，他喜欢结合机选
自选进行购彩，一般先机选一组号
码，将自己不喜欢的号码换掉，替换
更改的号码是他根据走势图自选出
来的。“这次中奖号码，就是我机选
加自选的结果，守着这个号买了一
段时间，中了大奖，很开心，也很意

外。”李先生的中奖彩票为一张单式
两注票，命中头奖523万余元。他表
示，拿到奖金肯定要孝敬父母，让他
们安度晚年。“家里的 4位老人都需
要赡养 ，他们身体不好，刚好这笔奖
金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

在幸运彩民领奖的同时，大奖
投注站也很忙。此次中出大奖的三
门峡投注站业主牛女士得知站点中
出头奖后，一大早就在站点电子屏
上打出中奖喜讯，还制作了中奖喜
报。长葛投注站业主李先生则设置
了彩虹门，悬挂了大奖条幅，还请来
了锣鼓队。 （豫福）

河南两名彩民领双色球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