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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年轻人缓过神来，挤
出一点微笑， 指着电视上的节
目问，“大哥， 你知道十几年前
那场地震吗？ ”阿明点点头，相
信大多数人都听过那次灾难，
阿明跟妻子当时还捐了点钱给
灾区。

年轻人继续说：“我就是从
那个地方来的。发生意外那年，
我还在读中学。你知道吗？多亏
福彩中心捐献的新教学大楼，
坚固无比，我们才幸免于难，但

我的许多亲人却一去不返了。 ”
阿明跟妻子边听边点头， 想转
开话题， 不想触碰年轻人的伤
心事。

年轻人继续念叨， 他现在
工作， 会存起一部分钱给家乡
的公益基金会，帮忙重建家乡，
还会每月买上一点彩票， 除了
存上一个“希望”，也想着能通
过彩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原来是这样。 ”阿明妻子
听完，不好意思低头，转身折回

厨房。没一会，只见妻子端了小
碗出来， 上面盛放着几块大大
的酱牛肉。

“小弟，今天我们店搞活动，
送你几块牛肉加餐，快吃吧。 ”妻
子不顾年轻人的礼让，不由分说
地将肉倒入他的素面上。

阿明一愣， 刚想问妻子店
里几时搞过活动， 瞥见妻子灼
热的眼神，瞬间明白过来，点头
附和道：“对，不够你再说，我再
送。 ” （黄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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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由团市委、市少
工委指导，市青少年宫主办，市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协办的潮州乡村
青少年健康成长“两帮两促”行动
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潮州市枫溪区
山边小学举办。

出席此次活动的有枫溪区委
统战部副部长、妇联主席邱雪贤、
市青少年宫主任方丽、 市福彩中
心主任王艳环， 及潮州福彩投注
站志愿者等， 为乡村儿童带去不
一样的课外学堂。

在课程活动开始前， 潮州市
福彩中心向山边小学捐赠一批体
育用品，并教导孩子们“较高的身
体素质是好好学习的基础， 要加
强身体锻炼， 才能保障学习有持
续向前地动力”。

潮安区山豹应急救援队志愿
者给孩子和家长送来了安全大

礼包 。 志愿者们通过口头讲解
和实例演示相结合 ， 系统地传
授了有关防溺水的常识 ， 潮州
福彩志愿者为孩子们发放防溺
水宣传手册 ，孩子们受益匪浅 ，
感触良多。

在音乐综合活动中， 孩子们
根据音乐旋律强弱和节奏的快
慢，感受音乐的灵动魅力，随着节
拍，踏着快乐的舞步，探索溜溜布
的玩法。 操场上颤动的不止是音
符，还有孩子们的快乐。枫溪瓷器
美名远扬， 孩子们在陶瓷老师的
引导下学习在陶瓷上绘画、 制作
手工黏土，脑洞大开，快乐创作，
回味无穷。丰富的课外学堂，在大
家的依依不舍中结束，潮州福彩
将继续身体力行，为乡村儿童的
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汪海晏 余银琼）

活动连连看，惊喜不间断！ 自
6 月 6 日起， 中福彩中心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刮刮乐“超级幸运”
5000 万元大派奖活动。 为真情回
馈广大彩民的支持， 广东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决定， 在“超级幸
运”大派奖基础上，从 6 月 16 日
起在全省范围内 (不含深圳 )开展
2020 年全省“福彩刮刮乐幸运有
约”600 万元赠票活动，目前赠票
金额已达 436 多万元。

日前，中福彩中心开展的“超
级幸运”5000 万元大派奖活动已
圆满落下帷幕。 活动开展以来深
受全国彩民朋友喜爱和追捧，广
东彩民朋友更是幸运连连。 活动
期间， 广东共中出一等奖加奖
100 万元 1 个 （江门中出 ），二等
奖加奖 50 万元 2 个 （广州 、珠海
中出 ）， 三等奖加奖 10 万元 13
个，四等奖加奖 1 万元 418 个。

乐上加乐！ 广东福彩开展“福
彩刮刮乐幸运有约”600 万元大
赠票活动，凡购买广东省（不含深
圳 ） 刮刮乐即开票单张彩票中得
1000 元奖级且在活动期间兑奖
的中奖者，可获赠一本价值 1000
元的“超级幸运”即开票或两本总

值 1000 元的“新春大吉”即开票。
据统计，6 月 16 日活动开展以来
至 7 月 22 日，我省刮刮乐总销量
2.295 亿元， 共筹集公益金 4500
多万元，全省 （不含深圳 ）共登记
领取赠票 4365 人次，赠票金额达
436.5 万元。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当活动
赠票累计金额达 500 万元时，省
福彩中心将向社会公告本次活动
结束， 赠票领取截止时间为公告
活动结束次日 21 时 30 分前。 本
次活动总预算为 600 万元， 其中
100 万元作为备用金， 用于在全
省赠票金额累计达到 500 万元后
赠票领取截止时间前所产生的费
用，按实结算。 活动期间，符合赠
票条件的中奖者完成兑奖后，可
到全省（不含深圳 ）任一福利彩票
销售站点兑换赠票，通过关注“广
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
中心 - 活动二维码” 并向站点人
员出示，登记成功后，即可获得赠
票。 逾期视为自愿放弃。

广东福彩“福彩刮刮乐幸运
有约”600 万元赠票活动还在火热
进行中！ 彩民朋友们赶快抓住幸
运，一起约会吧！ （汪海晏 叶金鑫）

续航“超级幸运”
继续“幸运有约”

广东福彩 600 万元大赠票正在进行中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和汕头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
年， 汕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
支部 7 月 9 日组织中心党员干部
职工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教育活
动，前往汕头市机关书画院“党旗
飘扬·党徽闪耀”摄影展及汕头市
文化馆参观学习。

党员干部们首先前往汕头市
机关书画院参观“党旗飘扬·党徽
闪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暨汕头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摄影展，此次摄影展是由汕
头市直机关工委主办， 展出的作
品通过镜头和光影定格汕头市广
大共产党员在砥砺奋进的 40 年
特区建设中， 在披荆斩棘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中， 在迎难而上
完成三大攻坚行动、 亚青会场所
建设、 创建文明城市和模范机关
等重点工作中的新成果、新形象、
新风采。 徜徉于一幅幅鲜活灵动
的画面中， 大家切身感受到身边

优秀党员干部爱岗敬业、 无私奉
献、顽强拼搏、服务群众的精神风
貌， 无不为参展作品所传递出的
昂扬向上、 奋进不止的正能量所
感染。

随后， 党员干部们前往汕头
市文化馆参观馆内“汕头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重温了民
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
间美术、 传统戏剧传统手工制作
技艺等独特的汕头民俗艺术，近
距离体验非遗的独特魅力， 感受
汕头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 文化
涵源。

通过两项参观活动， 大家纷
纷表示要向先进看齐， 继续在今
后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坚定理想信念，锤
炼政治品格， 弘扬好党的革命传
统和红色基因， 为推动汕头福彩
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
献。 （汪海晏）

汕头福彩组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潮州福彩育苗计划走进山边小学

金
手
指

福彩中心主题党日活动
在广东各地蓬勃开展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莫冠婷 插图 采采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进一步增强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连日来，广东各地福彩中心围绕主题
党课学习、助力脱贫攻坚、慰问困难投注站、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等主题， 广泛深入开展党性鲜明、 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活
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7 月 15 日， 梅州市
福彩中心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与梅龙社区共同开
展“福彩助力创文———慰
问 困 难 群 众 和 留 守 儿
童”公益活动。 中心工作
人员首先入户探访社区
困难群众和留守儿童 ，
送上慰问金以及书包 、
大米、油等慰问品，并鼓
励他们克服困难、 增强
对生活的信心。 随后，全
体干部职工前往梅龙社
区 所 属 的 街 道 清 理 垃
圾 。 该活动以实际行动
把温暖和关怀送到困难
群体手中，同时，进一步
推进梅州市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让“公益福彩”的
理念更深入人心。

7 月 17 日， 湛江市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
部来到雷州市客路镇高
坡小学，开展校园毒品预
防教育及捐赠禁毒书籍
宣传活动，受到孩子们热

烈欢迎。 小学一年级至四
年级共 32 名学生都是困
难留守儿童，孩子们虽然
对毒品有一定认识，但了
解并不全面。 为此，市福
彩中心特地赠与孩子们
《远离毒品 、 为青春护
航———毒品预防教育读
本》，增强孩子们识毒、防
毒、拒毒的能力。 活动中，
湛江市福彩中心还为孩
子们赠送了书包、 文具、
单车和水杯等用品。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 一场
场高质量的主题党日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广东各
地福彩中心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大家

纷纷表示，将继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秉持

“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发行宗旨，以更
大的担当、更大的作
为为党旗增光添彩，
为福彩事业发展
添砖加瓦。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7 月 3 日， 在全体党员铿锵有
力的重温入党誓词宣誓声中， 广东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主题党
课正式开始。 党课内容充实、发人深
省， 教导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政工作和彩票工作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 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要本着对党
和国家高度负

责的精神，忠诚履职，全方位地保障
好福利彩票的安全运营，确保党中央
的各项决策部署能落地生根。

揭阳市民政局、 揭阳市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则以开展庆“七一”主题
党日活动为契机， 深入挂钩扶贫村
揭西县东园镇联丰村组织宣讲专题
党课。 课前，局机关党员与村党员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 在党旗下庄严宣
誓。 市民政局局长周武城以“发挥党
员示范带动作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为主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党
课回顾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受
各种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 99 年艰
辛而辉煌的风雨历程， 并结合联丰
村实际围绕基层党员如何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行了
深入交流。

多年来，福彩投注站业
主不辞辛劳，在岗位中履职
尽责、默默奉献。 广东各地
福彩中心始终关心关爱一
线福彩从业人员，持续关注
他们的生活和经营状况，切
实解决投注站实际困难，并
号召党员和干部职工积极
帮扶。 近日，省福彩中心开
展庆祝建党 99 周年慰问活
动，向 7 名退休党员干部每
人发放慰问金 500 元，为他
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

近日，惠州市福彩中心

组织干部职工走访慰问了
惠州市各县（区）共 8 家困
难投注站，为每家困难投注
站业主各发放 1000 元慰问
金。

“佛山福彩党支部的党
员干部来看望我们了，送来
了‘七一’节的祝福，感谢组
织一直记得我们，给我们慰
问和关怀啊。”近日，佛山福
彩中心党支部与唐园社区
开展“共联共建”活动，探访
慰问 85 岁的老党员黎叔
时，他高兴地对卧病在床的

妻子传达道。黎叔患有心脑
血管病和高血压、 行动不
便，且生活拮据，但他十分
乐观，不但积极学习网购生
活用品，还学会给插着胃管
的妻子喂食，用实际行动彰
显了共产党员不向困难低
头、刻苦耐劳的好品质。 据
了解，近日，身披“佛山福彩
党员志愿者”红马甲的党员
干部，共组成 3 支志愿服务
队伍，走访慰问唐园社区里
的 10 户老党员、困难党员，
传递福彩的大爱精神。

BB 一次走访慰问，一片殷切关怀

一次爱心捐赠，一份暖心守护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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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主题党课，一次深刻学习AA

佛山顺利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培坚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佛山顺利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培坚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佛山顺
利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及清单中序号所列的资产依法转让给陈培坚。 佛山顺利盈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与陈培坚联合公告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培坚作为上述债权及资产的受让方，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下列债务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培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佛山顺利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陈培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陈培坚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已经进行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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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金中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佛山顺利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丰村委会工业区 66 号四楼之八
联系人：罗锦朝 联系电话：18022270333
陈培坚
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平步红棉小区北六巷 1 号
联系电话：13727318500

序号

1

借款发放行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借款人

佛山市顺
德区志盛
达贸易有
限公司

担保人

何志垣 、
何自轻 、
黎绮雯

本金余额（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单位: 万元）

52.58

借款合同编号、担保合同编号

（2015）禅银信字第 152388 号、
（2015）禅银贷字第 152388 号、
（2015） 禅 银 最 保 字 第
15238801 号、（2015）禅银最保
学第 15238802 号、（2015）禅银
最保字第 15238803 号

诉讼案号

（2017）佛
仲金字第
054 号

执行案号

（2018）粤
06 执 139
号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
德中心支公司变更营业地址已由我局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42440600800
设立日期：2017 年 3 月 17 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6642
发证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新桂北路 238 号五层 501-504 室
业务范围：保险业。

遗失声明
杨光正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5836000991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鉴江小喜窝饮食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982600362777，声
明作废。

招 租
小北路招待所招租，共 27

间客房， 即日起向社会公开
接受报名，需竞价投标。 有意
者 联 系 陈 小 姐 ， 电 话
13724849878。

广州南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华融通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南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南朗公司”）与深圳华融通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华融通达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南朗公司将其对广
东汇豪电子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现
和执行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
讼费、保全费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华融通达公司。南朗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
及担保人。

华融通达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融通达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华融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翻身路 44 区富源商贸中心 C 栋 1901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0-87592863

广州南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华融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二 0 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转让日（2020 年 5 月 30 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债
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融通达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南朗公司或其前债权人所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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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华融通达公司联系。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
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广东汇豪电
子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元）
22682529.25

借款合同编号
0360200168-2015 年（大道）字 00184
号、0360200168-2017(展期)0003 号

担保人名称
李惠敏、薛龙、粱冰

遗失声明
广州自行车花都区车铃厂遗失：1.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211301
168；2.财务章。 以上证件遗失，现声明
作废！

广州自行车花都区车铃厂清算组
2020 年 7 月 27 日

遗失声明
花都市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 ：1. 营业执照正 、 副本 ， 注册 号
4401011102186；2.公章及财务章。 以上
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花都市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 年 7 月 27 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洁寓彩酒店用品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76759502，
编号：5810-066812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 俊 熹 遗 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44050719960610****，特此声明。

延期举行拍卖会公告
本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举行拍卖会， 因拍卖标的产权
手续未完善， 延期至 2020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6 时举行，地点不变。

阳江市粤景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8 日

寻亲启事
英救 2018，女，约 60 岁，
身高 1.35 米，身份信息及
地址不详，2020 年 7 月 24
日进站，请其家属及知情
人士见报后与广东省英
德市救助管理站联系，电
话 0763-2222970。

减资公告: 汕尾市南粤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21MA4W
3C2C3M），经全体股东决定，拟将注册
资本由 2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0
万元。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到
期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陈士喜百货商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581600
1921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车板镇大贵庙村珠江村民小组
遗失开户许可证 ， 核准号 ：J5912000
2328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定万燃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9827829959535）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全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骏木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杨开峻）、网
银 U 盾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川市黄坡马到成功副食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8
3MA515TG64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雪锋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51301845,遗失公章 、财务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 309 号自编 3-10A 一楼 咨咨询询、、投投诉诉热热线线：020-87133122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本版信息由大众提供，请需者谨慎选择！

锦洪广告：020-87566523、13622244208

排列 3 排列 5 第 20159 期

12406270.5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3奖池。
459880747.5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 9月 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1620122

中奖情况

排列 3 4 8 1

排列 5 4 8 1 1 7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 5 11299224

12023

0

19880

159

本省销量
（元）

1001098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534

0

923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 7 月 27 日 ●●●●●●●●●●

“南粤风采”36选 7 第 2020155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0

104

160

3808

0

0

0

52000

16000

38080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408920元
中奖基本号码：01 07 27 12 03 22 特别号码：24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516054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34402

481652

中奖注数

614

954

单注奖金（元）

28

252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 221162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 1 第 2020155期

投注总金额：63558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609050

11110

628

14792

2935

170

226

20

46

15

5

5

24 猪 秋 北

本期投注总额：1716504元；
本期中奖总额：437763元；
奖池资金余额：3034183元。

3D 第 2020160 期

中奖号码 5 9 3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1D
2D

通选 1
通选 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 17

290
0

711
866
14
0
8
0
0
0
26
40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301600
0

123003
8660
1456
0

168
0
0
0

2236
640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5720877元

963387967.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 9月 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 20068 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5 33 26 23 20 02 08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 注 奖 金
(元)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5

1

110

27

198

996

16996

26833

38163

755098

7647522

基本

追加

10000000

8000000

110818

88654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50000000

8000000

12189980

2393658

1980000

2988000

5098800

5366600

3816300

11326470

38237610

141397418

基本

追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