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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订制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于2015年6月
19日上午10时，在商丘市长江路北凯旋商务
酒店七楼会议室公开拍卖：河南省商丘商电
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旧机动车一批。包括小型
轿车、大客车、面包车、货车、汽车吊、四
轮拖拉机、叉车。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6月 17日下午
4点前持身份证明和保证金 （依据不同车
型、车况，每辆车保证金分别为 10 万

元、5万元、1万元、0.2万元） 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不成保证金 2日内全
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物所在地

报名电话：13523800007
18037730329

商丘市恒兴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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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15年6月19日15
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依法现场公开拍
卖：1. 2014年双龙柯兰多高配汽车一
辆，保证金2万元；2. 南京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东
侧路北独院一栋，面积 250.2m2，保
证金 26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 年 6 月17日 17时前缴纳保证金于我公司账
户 [账户：河南鑫日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 820051101421000225; 开
户行：商丘银行睢阳路支行] （以实

际到账为准，不成交全额无息退
还）；接受竞买资格审查后方可持有
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
理。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2015年6月17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公司电话：15537005511
拍卖公司网址：
http://www.xinripm.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0-2785313

河南鑫日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1日

拍
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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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15066期开奖号码

奖池14.07亿元

排列彩第15154期开奖号码

排列三：224
排列五：22445

乐透不止 畅活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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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彩票公益宣传月系列知识介绍

河南省内中国体育彩票的
兑奖

1.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
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
彩票和本人身份证件到指定的
地点兑奖（单张彩票中奖金额
在 1万元及以下的，在销售网
点兑奖；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1
万元以上 30 万元 （含） 以下
的，到当地体彩分中心兑奖；
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 30万元以
上的，到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兑奖），最后一天为《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
的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或者彩
票市场休市的，顺延至全体公
民放假的节日后或者彩票市场
休市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伪造、变造彩票或使用伪
造、变造的彩票兑奖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彩票售出后出现下列情
况的，不予兑奖：

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
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纸质即
开型彩票出现兑奖区覆盖层撕
刮不开、无兑奖符号、保安区
裸露等问题的。

不予兑奖的彩票如果是因
印制、运输、仓储、销售原因
造成的，彩票发行机构、彩票
销售机构应当予以收回，并按
彩票购买者意愿退还其购买该
彩票所支付的款项或者更换同

等金额彩票。
非法彩票的定义
非法彩票是指违反《彩票

管理条例》规定，以任何方式
发行、销售以下形式的彩票：
未经国务院特许，擅自发行、
销售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之外
的其他彩票；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擅自发行、销售的境
外彩票；未经财政部批准，擅
自发行、销售的福利彩票、体
育彩票品种和彩票游戏；未经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
委托，擅自销售的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民政
部门、体育行政部门，以及彩票
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依法查处非法彩票，维
护彩票市场秩序。 （体彩）

火车票火车票““变更到站变更到站””不用再退票不用再退票

本报讯 “我们小区楼下一家
饭馆的油烟味太大，而且污水也往
小区排，下水道经常堵塞，弄得我
们院里停车棚附近也脏兮兮的，我
们平常都不敢开窗户。”昨天，文
化路与民权路交叉口西南侧书香人
家小区居民向本报反映，该小区临
近文化路的 20号楼，1层、2层是
一家鱼头馆，由于油烟味扰民，他
们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昨天中午，记者赶到书香人家
小区采访。20号楼位于该小区的西
北侧。这家王弟鱼头馆位于 1单元
和 2单元之间，靠墙处就是供居民
使用的公共停车棚。紧挨停车棚
处，就是一个从饭馆里扯出的管
道，上面布满了烟尘。而在附近的
地面上，也有很明显的油垢。通过

该处一个正溢着污水的下水道口可
以看出，下水道已经堵塞，四周的
油垢将地面染得发黑。为了提醒居
民过往时注意安全，有人在上面插
了个带红布条的小木棍。

“这个油烟味儿很大，在里面
都熏得慌。”说着，1单元居民王大
妈便拉着记者往楼洞里走，在电梯
附近，仍能闻见呛鼻的气味；抽油
烟机发出的声音也比较明显。

“大热天的，平常俺都不敢开
窗户！”该楼一居民抱怨道。

“不光如此，饭店的污水也往
这里排，你看，这个下水道又开始
堵了……”王大妈说，“有时候堵
得厉害，（气味）难闻得很！”

据居民介绍，这家饭馆在此经
营已有两三年了，自从出现这种情

况后，他们多次找饭馆、物业和环
保部门反映，但问题迟迟未解决。
前不久，环保部门有关人员还前来
查看，要求饭馆关门整改。

昨天下午，王弟鱼头馆的杨女
士告诉记者，饭馆已经安装了油烟
净化器。她还解释，饭店后面的那
个下水道并不是他们一家在用，前
几天堵塞时他们还进行了清理。

睢阳区环保局负责此事的陈队
长表示，他们接到群众反映后已多
次前去，要求饭馆进行整改，前段
时间饭馆安装了两个油烟净化器，
但还是未整改到位。“我们已经要
求他们下一步把油烟机和下水道都

‘走’前边（小区外），不再‘走’
里边，找到工人就干。”陈队长说。

晚报首席记者 宋亚威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商丘火
车站了解到，为了满足旅客变更行
程的需求，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
自今年6月10日起，铁路部门推出

“变更到站”服务。旅客购票后，
可根据行程变化，重新选择新的目
的地，在车票预售期内变更到站及
乘车日期、车次、席位。

在此之前，旅客购票后只能变
更乘车日期、车次、席位，不能变
更到站；如需变更到站，要先退旧
票，再买新票，非常麻烦。商丘火
车站宣传助理张静说，“变更到
站”服务措施推出后，旅客如需调
整行程，变更新的目的地，在车票
预售期内、开车前 48小时以上到

车站售票窗口或 12306网站变更新
的到站即可。

“‘变更到站’是不收取手续
费的。”张静说，根据此次规定，
在原车票开车前 48小时以上，旅
客可任意选择有余票的列车。已取
得纸质车票的，可在车站指定售票
窗口办理；未换取纸质车票的，也
可在 12306 网站办理；“变更到
站”只办理一次。已经办理“变更
到站”的车票，不再办理改签。对
已改签车票、团体票及通票暂不提
供此项服务；办理“变更到站”
时，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
收差额；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
的，退还差额，对差额部分核收退

票费并执行现行退票费标准；办理
“车票改签”时（即到站不变），新
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收差
额；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
还差额，同样对差额部分核收退票
费并执行现行退票费标准。

“此举对旅客来说更加实惠、
便利。”张静说，旅客“变更到
站”，只需到车站窗口办理一次手
续，不用再向过去那样到车站窗口
两次排队，或在互联网上两次操
作。旅客出行也更加便利，可提前
60天购票，并可在出发前根据自身
需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

晚报首席记者 宋亚威

本报讯 前天下午，团结路
上的路苑小区居民李先生给记
者打电话反映，一个多星期
前，他们小区的物业公司突然
关门“闪人”啦！现在小区大
门没人看，垃圾无人清理，影
响环境，也影响居民健康。

昨日上午 ，记者来到该
小区进行采访。一走进大门，
记者看到迎面就是一个垃圾
堆。一个个垃圾袋堆积在那
里，有西瓜皮，有剩饭菜等，
混在一起，发出难闻的气味。
看到有人来采访，院里的居民
就把记者给围了起来，争着反
映情况。据小区居民田佩玲介
绍，从 6 月 1 日开始，小区就
没有物业了。这些天，小区内
的垃圾无人清理，越积越多，
就堆成了小山。她告诉记者，
她在这个小区住了 30多年，从
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在小
区居民的带领下，记者在小区

内发现有 3处垃圾堆。据小区
居民介绍，以前他们没有缴过
物业费，都是单位管的。这次
也没有人通知让他们缴物业
费，只是没有管他们了。“该
收费收费，但得有人管理，事
情得解决啊！”小区居民高先
生说。

随后，记者和小区居民一
起来到位于河南路桥集团公司
院内的市公路局老干部科采
访。一位男性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路苑东区的物业归路桥公
司管。记者又来到路桥公司采
访，该公司的段书记对记者
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归市公路
局管，不归他们。令小区居民
担心的是，天气越来越热，如
果垃圾长期得不到清理，影响
环境卫生，也影响居民的健
康。他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尽快
得以解决。

晚报记者吴海良

团结路上的路苑东区
物业“闪人”，小区垃圾成堆

油烟扰民
环保部门：正督促饭店进行整改

本报讯 第一次吃芒果，具体记不清是在哪一年
了，反正是在小时候。有关芒果的记忆在脑海里并不
是时时记起，昨天在街头又看见小贩兜售芒果，不禁
想起第一次吃芒果的情形。

在早些时候，芒果可是个稀罕物。刚开始听到芒
果这两个字时，根本不知道它是啥东西。后来，第一
次吃到芒果时，才知道它是一种水果。

芒果这东西有 4000多年的历史了，开始是印度
人种植的，后来不少国家都开始种植。它的外形很有
趣：有的为鸡蛋形，也有圆形、肾形、心形的；皮色
有多种：浅绿色、黄色、深红色；果肉为黄色，有纤
维，味道酸甜不一，有香气，汁水多，果核大。

食用芒果具有益胃、解渴、利尿的功用，如盛夏
吃些，能生津止渴，消暑舒神。

无论购买哪种芒果，都要遵从相同的原则，就是

选皮质细腻且颜色深的，这样的芒果新鲜且熟透了。
不要挑有点发绿的，那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表现；对于
果皮有少许皱褶的芒果，不要觉得不新鲜而不挑选，
恰恰相反，这样的芒果才更甜。虽然放置了一段时
间，但其多余水分得到蒸发，糖分留在果肉中，所以
这个时候的芒果最甜且口感最润滑。

每天吃芒果最好不要超过200克，因为芒果富含
蛋白质，多吃易饱。另一点，就是芒果热量高，多食
容易上火。

过敏体质的人接触芒果会引起过敏性接触性皮
炎，需要用药物治疗。曾经患过该皮炎的人，以后不
能再吃芒果，否则，不仅容易复发芒果性皮炎，而且
病情会一次比一次加重。

晚报记者刘春正

忘不掉的芒果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