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上午，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运营中心、山东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
主办的“福彩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儿童绘画
秀”活动在济南市泉城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德
州与济南的50名留守儿童来到济南泉城广场，
与50名城市孩子一起在百米画卷上现场作画，
描绘心中的美好梦想。

“此次活动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心、关注和关爱，也
体现了福利彩票的公益属性。今后山东福彩
将通过发行更多的福利彩票，筹集更多的公
益金，救助更多的困难群众，资助更多的公
益事业。”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赵
立杰说。据了解，多年来山东福利彩票无论
是规模还是质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每年筹
集公益金40亿元，广泛用于救助老弱病残等
困难群体，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城乡儿童携手 福彩公益助力
“你画的是什么啊？”“荷花，‘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学过荷花

的诗，但是这里写不下啦。”说话的是来自禹
城的小姑娘赵淑蓉。最朴素的“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思维已经在小赵同学的头脑里埋下
了种子。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广元说：“小
朋友们的画，让我也很受启发，用色大胆、
毫无顾忌，这些都是一般画家所不敢的。这
种创作形式，也是好多学院派画家最难以掌
握的一种状态。”

蒋女士是当天参与活动的一位城市儿童
的妈妈，在她看来，绘画不仅是一门“技
术”，更是孩子表达自我，与小伙伴相互联
结的一架桥梁。“我觉得这个活动意义是非
常重大的，通过这个活动，我的孩子会知道
这个社会上还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哥哥姐姐或
弟弟妹妹，他们的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原因远
离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关心他们，能够教

会我的孩子去关心别人。”
问及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赵立杰说：

“现在农村许多孩子的父母为了生计出去打
工，造成孩子们不能天天跟父母在一起享受童
年的快乐，有的生活还比较困难。理应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福
利彩票的发行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救助这也充分体现

了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
倾心美术馆 少年立大志
丰盛的午餐后，当天下午两点，50名农村

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集合在山东美术馆前，等
待他们的是一场难忘的艺术作品之旅。“大家
看这些是什么？没错，是十二生肖。”考虑到
这群孩子年龄小，知识储备不丰富，美术馆讲
解人员设法用最通俗的讲法讲述着美术馆展
品。“小朋友们看这里，这些小泥人讲的是一
个非常传统的故事，叫‘小老鼠娶亲’，是不
是看着很好玩……”

且行且讲，浏览完毕后，讲解人员将50名
孩子领到了一个宽敞的阶梯教室，这里有一堂
量身定制的油画课等着这群孩子。“老师，为
什么这些人都爱画自己啊？”“老师，油画是
不是很难学啊？”“老师，你画画学了多长时
间啊？”……进入课堂，小孩子爱问的天性一
览无遗。一名叫马晨馨的姑娘表现得尤为出
色，“今天我很开心，学到了好多美术知识。
我也会持之以恒地画画，希望我长大以后当一
个画家或一个美术老师”。

(文/肖遥遥 摄影/王晨鹏)

4月18日，为配合“国色天香”即开型福利彩票
首发式，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山东彩票研
究院共同主办的“山东福彩30年彩票收藏文化巡
展”，在菏泽市曹州牡丹园牡丹标志中心广场举行。

5月10日，由聊城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主
办、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山东彩票研究院协
办的“福利彩票发行30年暨福彩文化巡展”在聊城
市开发区振华广场举行，由此拉开了全省福彩收藏
文化巡展的序幕，下一步，巡展将在全省其它市陆
续展开。

中国福利彩票（前身称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券）自1987年首发以来，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也是福彩文化不断积
淀、丰富和增强作用的过程。“公益、慈善、健
康、快乐、创新”，正成为福彩文化的基本要素，
构成了福彩发展的文化内涵。1987—2017年，福利
彩票事业走过了辉煌的30年。福利彩票票面及其设
计作为福彩文化的载体，展现了其独具特色的精神
内涵，充分展示了福彩事业不平凡的30年。

本次山东福彩30年彩票收藏文化巡展展出的福
利彩票展品共有100个展框5000余枚彩票实票，由我

省著名彩票收藏家池宗民、胡凡金等精心挑选提
供，展品分“齐鲁文化”、“电脑票”、“刮刮乐”
等各个专题，涵盖了中国福利彩票从1987年至2017
年发行的各个彩票品种。彩票题材包含生肖、名胜
古迹、古典名著、历史人物等几十个主题。这些精
美的彩票都展现着福彩的时代内涵、文化内涵，每
一张彩票也都诠释着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发行宗旨，它们见证了中国福利彩票的发展
历程，承载着浓浓的福彩文化，呈现出福利彩票三
十年的光辉岁月。

彩票虽小，但是方寸之间记录了那些值得铭记
的重要历史时刻，展示了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福
彩文化的强大社会魅力。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30年
之际，通过全省福彩收藏文化巡展的形式为福利彩
票“庆生”，这是我省福彩的一项创新之举。巡展活
动既展示了全省福彩文化，又与福彩小卖场销售结
合，形成市县区联动，福彩文化搭台，彩票宣传和
销售唱戏的形式。巡展不仅让广大福彩爱好者乃至
全社会更加了解福彩历史、福彩文化，还提升了福
彩发行和公益形象，形成销售和宣传的有机结合，
促进我省福彩事业更好发展。 (山东彩票研究院)

近日，枣庄市福彩中心主任张宝玲一行
来到后峪村刘凌海的家中，为他们送来了山
东省福彩中心捐助的10000元救助金以及米、
面、油等慰问品，并鼓励他们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面对生活，争取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亲人去世 生计堪忧
一条狭窄的盘山小路是去往刘凌海家的

必经之路，刘凌海的家住在半山岭，58岁的
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的儿子
在2010年因车祸去世，儿媳后来也离家出
走。提到现在的情况，刘凌海几度哽咽：
“儿子在世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可以，儿子
去世后就感觉家里的顶梁柱不在了，我和老
伴也想和儿子一起去了，可看到三个孙女就
打消了这个念头。”

笔者见到，刘凌海居住的房间只能勉强
放开一张床，屋子堆放了很多杂物。一个人
在里面勉强可以转开身。而他的老伴与三个
孙女住在另外一间配房。因为没有床，祖孙
四人只能打地铺。刘凌海告诉笔者：“老房
子漏雨太严重了，怕石头掉落下来砸到孩

子，这才申请了危房改造，希望三个孙女能
住得稍微好一点。”

祖孙和谐 天伦叙乐
为了抚养三个孙女长大，刘凌海开垦了几

亩荒山土地，以此作为家中的收入来源，一家人
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刘凌海说：“只要孩子长
大后有出息，我们再苦、再累都值得了。”

刘凌海家门前的一处简易石桌引起了笔
者的注意，询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姐妹三人
的书桌。因为家里的条件有限，放学后姐妹
三人要在石桌上做作业。每当看到她们认真
学习的样子，刘凌海老两口都会很欣慰。他
说：“再穷也不能穷孩子，不管多困难，我
都要让三个孩子上学，只要她们想上，我会
一直供下去。”

笔者与刘凌海聊天时，三个孙女一直依偎
在他们老两口身边，最小的孙女更是在奶奶的
怀里不愿出来。祖孙感情让人感动。看到奶奶
落泪，小孙女还会主动给奶奶擦擦眼泪。

福彩解忧 伸出援手
刘凌海家中的情况得到了省、市福彩中

心的关注。近日，省、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
带着10000元救助金以及米、面、油等慰问品
来到了刘凌海的家中，将救助金交到了刘凌
海的手中。张宝玲握着三个孩子的手鼓舞她
们，让她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好好学习，将
来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再大的困难都
会过去，我们也会一直关注你们，社会上也
有很多爱心人士关注你们，一定要勇敢地面
对困难，不要放弃，好好将孩子抚养成人，
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相信困难总会
过去。”交谈中张宝玲对刘凌海说。

(韩雷)

山东福利彩票文化巡展在全省拉开帷幕

全面展示福利彩票30年风采

亲人去世，祖孙五人相依为命

福彩万元善款 暖心救助特困家庭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赵立杰在启动仪
式上致辞

用画笔画下心中的梦想 在山东美术馆孩子们被各种精美的艺术品
吸引

福彩助力 让梦起航

山东福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圆梦泉城济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山东颜春纺织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
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4月30日，该资产包
债权总额为7681 . 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
要分布在德州等地区。资产包中每户债权详细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李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263 87080327
电子邮箱：lilianwang@cinda.com.cn

yangjian3@cinda.com.cn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信誉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31—8708025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箱：wuxinm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上述债权有关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5819 . 69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5499万元，利息
及孳息320 . 69万元。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烟台市莱山区春晖路16号，注册资本52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座椅的生产销售。上述债权由
债务人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司以“烟莱国用
（2002）字第2028号”工业土地12610 . 70平方米
提供抵押担保，以“烟房莱自字第A0373号”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面积997 . 26平方米，并由烟台
南洋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烟台鼎立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孟庆波、王树美、孟繁平、徐金蔚
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龙口市三和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
为人民币526 . 33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500万
元，利息及孳息26 . 33万元。龙口市三和再生物
资回收有限公司位于龙口市海岱管理区河口于
家村，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范围：废旧金
属、塑料回收、销售。上述债权由债务人龙口
市三和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龙国用(2007)
第0029号”工业土地13171平方米提供抵押担
保，以“龙房权证龙口字第1153号”房产提供
抵押担保，面积1039 . 6平方米；并由宋治滨、蒋
翠香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7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联
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烟台银泽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3961 . 84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3900万元，利息
及孳息61 . 84万元。烟台银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烟台高新区纬四路29号，注册资本1亿元。经营
范围：能源技术、农业、生物技术、节能环保
技术、电子技术、软件的研发、网络科技与通
信技术的研发与咨询、投资咨询、五金建材、
日用百货、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的批发和
零售。上述债权由债务人烟台银泽有限公司以
“烟国用(2012)第6040号”工业土地28478平方米
提供抵押担保，以“烟房权证高字第000067号、
烟房权证高字第0 0 0 0 6 8号、烟房权证高字第
000069号、烟房权证高字第000070号”4处房产
提供抵押担保，面积合计23023 . 18平方米；并由
山东银恒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郭会仁、
于宁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栖霞市银龙果蔬保鲜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
民币1519 . 9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1460万元，利
息及孳息59 . 90万元。栖霞市银龙果蔬保鲜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果蔬初级
加工、冷藏、销售。上述债权由债务人栖霞市
银龙果蔬保鲜有限公司以“栖国用 ( 2 0 0 8 )第
280913号”土地11558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以
“栖房权证栖城房字第00050312号、栖房权证栖
城房字第00036374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面积
9250 . 98平方米；并由山东齐鲁八达担保有限公
司，栖霞市银龙果蔬保鲜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唐
玉亭、郝玉玲夫妇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烟台三益果蔬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1354 . 90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1310万元，利
息及孳息44 . 90万元。烟台三益果蔬食品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679万元。经营范围：果蔬初级加
工、冷藏、销售。上述债权由债务人：1 .烟台
三益果蔬食品有限公司以“栖国用 ( 2 0 1 0 )第
281575号”土地7591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以
“栖房权证栖城房字第00043442号”房产提供抵
押担保，面积1443 . 50平方米。2 .王春林以个人
土地房产提供抵押，土地证号栖国用(2010)第
280075号，面积8185平方米，房产证号栖房权证
栖城房字第00041043号，面积6817 . 65平方米；并
由山东齐鲁八达担保有限公司，烟台三益果蔬
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春林、刘桂珍夫妇提
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烟台辅仁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531 . 43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利息及
孳息31 . 43万元。烟台辅仁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30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服装鞋帽、日用百
货、建材、家具、电线电缆的批发、建材的租
赁等。上述债权由债务人王茂兴以位于清远市
美林湖·国际社区加洲岛南九街5号“清远市国
用(2014)第00234号土地”土地890 . 13平方米，粤
房地权证清字第0200121554号房产面积466 . 92平
方米提供抵押担保；并由王香玲、王茂兴提供
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7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联
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烟台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869 . 31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780万元，利息
及孳息89 . 31万元。烟台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范围：二手车、机电产
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上述债权由债务人：1 .
刘少波以位于清远市美林湖·国际社区加洲岛南
一街21号“清远市国用(2014)第01134号”土地730 . 82
平方米，粤房地权证清字第0200123325号466 . 92平
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保；2 .债务人杜海涛以位于
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157号1单元3101号，房产证
号烟房权证芝字第301701号，房产面积188 . 71平
方米商务公寓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刘少波和杨
国萍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7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联
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烟台德隆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698 . 16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628万元，利息
及孳息70 . 16万元。烟台德隆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移印机、丝印
机、烫印机、热转印机、印刷耗材的批发、零
售，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上述
债权由债务人王杰莪以位于清远市美林湖·国际
社区加洲岛南九街7号“清远市国用 ( 2014 )第
00229号”土地673 . 35平方米，粤房地权证清字
第0200116774号466 . 92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
保；并由王杰莪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7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联
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济宁彤欣包装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392 . 08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350万元，利息及
孳息42 . 08万元。济宁彤欣包装有限公司位于汶
上县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
围：包装纸制品加工销售。上述债权由济宁汶
星服饰有限公司、翟心峰、盛春夫妇，郭言
芹、徐西娟夫妇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7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联
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山东鲁化天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4351 . 92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3997 . 36万元，利
息及孳息328 . 50万元，诉讼费26 . 06万元。山东鲁
化天诚贸易有限公司位于滕州市木石镇驻地，鲁
南化工高科技产业园内，注册资本800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化工产品、化肥、煤炭等产品进出口
业务。上述债权由企业实际控制人李云及山东鲁
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枣庄市欧雅红木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172 . 41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150万元，
利息及孳息22 . 41万元。枣庄市欧雅红木进出口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13日，住所为枣庄市

高新区复元六路西侧，注册资本为1016万元，
经营范围为红木家具、办公家具、古典家具、
铁皮柜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上述
债权由山东净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祁斌、祁
傲然、渠元会提供保证担保；以枣庄市欧雅红
木进出口有限公司钢结构厂房、祁斌个人住房
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7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联
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淄博富阳塑胶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5月22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329 . 06万元，其中本金人民币1208 . 26万元，利
息及孳息120 . 80万元。淄博富阳塑胶有限公司位
于淄博市临淄区乙烯路199—8号，注册资本50万
元。经营范围：销售橡胶、塑料制品、工业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化工产品、数码产品、计算
机耗材等。上述债权由淄博纪诺工贸有限公
司、淄博国通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安利化工有
限公司、上海海耐化工有限公司及王清夫妇提
供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上述债权联系人：李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315 87080327
电子邮箱：lizheng@cinda.com.cn

yangjian3@cinda.com.cn
上述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信誉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31—8708025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箱：wuxinm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上述债权
有 关 情 况 请 查 阅 我 公 司 网 站 ， 网 址
www.cinda.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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