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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海洋“互动+”火热进行
公益闪耀有你同行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打造的“微光
海洋”公益平台正以举步生风的速度跃
入公众视野，“212万+爱心值打call、
100 万+爱心点赞、2300个+公益梦
想……”，从10月18日至11月10日，
“微光海洋”公益平台上线23天，参与
者反响热烈，一组组数据、一次次助力，
持续不断地聚光发热，一次又一次将
“微光海洋”平台、为公益项目打Call以
及公益梦想征集活动引向高潮。

212余万爱心值圆梦求学路
“100、1000、1万、10万、100万……”本

次公益打call活动为“中国体育彩票·新
长城助学基金”，是“微光海洋”公益平台
首个上线的互动活动。目前，该活动已获
得212余万爱心值，正在以快速的步伐向
目标值1000万迈进。届时，该公益活动解
锁后，将有更多学子受益。

自2005年起至2019年底，“中国体育
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活动已覆盖26个
省（区、市），受益优秀特困大学生达2471
名，累计投入助学资金达1202万元。多位
受助学子在校期间还获得国家奖学金、励
志奖学金等，不少在就业后选择把这份温
暖继续传递。目前，2020年“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已捐赠近百万元，正
在持续助力中。

当前，公益打call互动活动正如火如
荼，1000万红色爱心正在被蓄满。

100万爱心点赞助力公益腾飞
进入“微光海洋”公益平台，一个个公

益故事跃然眼前，从教育助学到养老助老，
从扶贫济困到医疗救助……一笔笔体彩疾
病救助金，让一个孩子、一个家庭重燃希
望；一笔笔教育补助金，助一群少年向阳

奔跑……一束束微光正在汇聚成更庞大的
公益力量。

从1到“100万+”，在“微光海洋”公益平
台热度榜上，数据不停变动，爱心点赞不断
增加，截至目前，山东“公益体彩乡村小学
爱心书库”以11余万点赞，位居公益活动热
度榜第一条；浙江湖州体彩助力太湖环保
公益项目以7.5余万点赞，位居公益活动热
度榜第二条……

“公益体彩 乡村小学爱心书库”捐建活
动是山东日照体彩志愿者协会以改善乡村
小学办学条件、丰富小学生课外读物为出发
点发起的爱心活动，目前已为全市39所乡
村贫困学校捐助价值近40万元的图书，丰
富了8000多名孩子的课外阅读生活。

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助力，都将为这些
公益活动聚集更多爱心能量，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感受到公益体彩的温暖和微公益
的力量。

2000余公益梦想悄悄发芽
“关爱农民……”“希望为山区儿童

献爱心……”“为山区小学建一个图书馆
……”，打开“微光海洋”公益平台梦想之
窗，一个个微心愿从弹幕上陆续飘过，每一
条都饱含希望，每一条都是“公益种子”。

你的公益梦想是什么？现在都可以
写下来，或许会实现！

用小爱铸大善，汇聚爱的暖洋，当前，
微光海洋为公益项目打Call活动和公益梦
想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大家可通过扫
描下方海报中的二维码或微信搜索“中国
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微光海洋”公益
平台参与互动，还可获得抽奖机会，奖品
包括手机、手表、体彩吉祥物周边、京东电
商卡等。

点滴公益温暖有你，为公益打call，让
我们一起行动起来！G（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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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202,406.1798 万元）股东大会决议，开封万
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河南易成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开封万盛新材料
有限公司。合并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存续，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解散注
销。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合并后存续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2,406.1798万元）承继。

请合并各方债权人自接到通知函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函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合并
各方公司申报债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
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0371-27771109 原女士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10日

吸收合并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 月17日

上午10时整在我公司拍卖厅，依法定程序对下列资
产进行公开拍卖。
1.叶县九龙路西段南侧9间门面房三年租赁权，保

证金：2万元。
2.叶县县城政通街南段路东13间门面房五年租赁

权，保证金：30万元。
3.叶县秋河超限站东院堆放的砂石混合料一批，

保证金：1万元。
4.旧机动车一批，保证金：1万元/辆。
5.报废物资一批，保证金：1万元。
6.拆卸限高杆一批，保证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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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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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自

2020年11月26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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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新区七里河南路29号 2号楼东1单元3层9
号（不动产权证号：1101022727）、10号（不动产权
证号：1201010175）房产进行公开变卖活动，本次
变卖统一竞价时间为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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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9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2月10日10时起至2020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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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
区民航路26号院3号楼东1单元9号（不动产登记
证号：0401072364）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
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
法院简称为“开发区法院”）。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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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0月20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拍卖1.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三马
路117号院4号楼1层3号临街门面房，产权证号：
0401000379号，建筑面积：83.07平方米。2.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权转让，进行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于2020年11月18日16时前，携
带有效证件和保证金（未成交，全额无息退还）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13949109618、13460467329
河南省顺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0日

拍 卖 公 告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12月12日10时起至2020年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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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区许昌
西路26号院8幢1单元602号（不动产权证号：上
069132)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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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拍卖公告郑州东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税
号：914101003173863106）增值税普
通发票8份（发票代码：4100163320，
发 票 号 码 ：00792794、00792795、
00926419、00926435；发票代码：410
0172320，发 票 号 码 ：07500595-07
500598），增值税专用发票 19 份（发
票 代 码 ：4100164130，发 票 号 码 ：
02895394-02895412），共计 27 张全
部遗失，声明作废。

滴酒不沾、全素饮食、经历了尿结石的疼痛……

为这次等待10年的捐献 他拼了
10年，是志愿者杨新义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等待时长。
作为驻马店石庄村的第一书记，杨新义工作中曾遇到

过很多困难，但他绝对想不到，自己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要经历十年的等待，再进行戒酒、戒肉、锻炼，临捐献前又
突发结石。

11月9日，杨新义在河南省肿瘤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33岁的血
液病患者带来新生的希望。

2010年 9月，杨新义在一次宣传活动
中了解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尽管当时
对这件事了解不多，但杨新义把最重要的
信息记到了心里：“这件事能给白血病患
者带来生的希望，很有意义。”

于是他爽快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两个多月后，杨新义接到电话，得知

自己与一位 8 岁的白血病患者初配成
功。当他正在自豪能挽救另一个生命的
时候，却得到“高配没有通过”的消息。“很
失落，那个男孩儿才 8岁，也不知道他后
来怎么样了，只能默默祝福他康复。”

第二次捐献机会，杨新义等了十年。
2020年 3月，红十字会打来电话，告

知杨新义与一位血液病患者的分型初配
成功，并询问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太激动了，这就像中大奖一样。”在

杨新义看来，答应捐献是毋庸置疑的事。
在初配成功之后，杨新义的“高配”也

顺利通过。然而，他的捐献之路却卡在了
随后的体检上，“我被检查出来‘三高’，不
符合捐献条件。”

“平常经常喝酒，一周喝个两三回。”
杨新义平日里最离不开的小酒，现在成了
捐献造血干细胞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杨新义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改变生活
方式，加强运动、戒酒、少吃油腻食物，二
是放弃捐献。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第一个
选项。

之前，杨新义不爱运动，早起后，宁
愿坐着一动不动，都不愿意出去走走。
现在他却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滴酒不
沾，全素饮食，早晚各锻炼半小时，定时
吃降压药。

一场等待了10年的捐献活动

凌晨突发疾病，他却更担心会影响捐献

11月 5日早上，杨新义被注射了动员
剂，安心准备接下来的流程。但好事多
磨，此时又出状况。

11 月 6 日凌晨 1 点 20 分左右，杨新
义被一阵疼痛疼醒，第二天才得知是尿
结石。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杨新义之前
没有经历过这种疼痛，但此时最担心的是

会不会影响造血干细胞捐献，“都已经打
了动员剂了，影响捐献了怎么办？”

一夜疼痛无眠，杨新义坚持到早上
6点 30分，他见到医生之后说道，“只要
不影响捐献计划，你们怎么做都行。”最
终，在缓解了结石的病发情况后，杨新
义进行干细胞捐献的日期被定在 11 月
9日。

杨新义终于在等待10年后，完成了捐献“生命种子”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