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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社 包增光 记者 胡昊 文/图

昨天，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了解到，滁州南
谯警方近期打掉一个贩毒团伙，抓获吸贩毒人员20
多名。

变更公告
我公司于 2016 年 8

月17日在《市场星报》发
布的定于 2016 年 9 月 2
日拍卖的 1 号标的为合
肥市政务区置地广场柏
悦公馆 1 幢 1401 室变更
为2栋1401室。

特此公告。
安徽省物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日

滨湖商铺拍卖
2016年040号

我公司定于2016年9月8日上午10：00在
本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合肥市滨湖区长沙路与天山支路交口滨湖

假日花园商业门面房，A5幢商118-121共四套
门面房，每套建筑面积约139.37㎡，总面积约
557.48㎡，参考总价850万元，每平方米15500
元，先整体后分割拍卖，整体拍卖优先，保证金：
整体拍卖100万元，单套拍卖每套25万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物所在地，自
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9月7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9月7日17:00
前，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转账的
形式向我公司汇入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并至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合肥市清溪路与潜山北路交
口天一大厦21层

联系电话：0551-62915110
13905601278

公司网址：www.ahjqpm.com
安徽省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9月2日

拍卖公告
受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委托，将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 9:30 将在我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课桌椅212套，标的整体拍卖，参考价16695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合肥实验学校九珑湾校

区、合肥曙光小学龙图校区。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9月9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9月9日17时前，向我
公司汇入竞买保证金1000元，（户名：安徽君诚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12084401040009119；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合肥芜湖路支行）同时携带相关材料至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竞买不成，保证金于拍卖会
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三、办公地址：合肥市屯溪路八一宾馆院内左
侧二楼

四、咨询电话：0551-62840110
15805600821万先生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9月20日

下午3点30分在灵璧县人民法院审判庭举
行拍卖会，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1、高峰名下登记为共有的位于灵璧县

冯庙镇冯庙居委会 5 组房地产一处（集体
土地），参考价480000.00元.

二、看样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
前一日下午 5 点 30 分以前。地点：标的所
在地。

三、注意事项：有意参加竞买者须在
2016 年 9 月 19 日下午 5 点以前携带本人
身份证来本公司办理竞拍登记手续，并按
标的参考价的 20%缴纳竞买保证金；如竞
买不成，保证金于拍卖会后 7 日内退还

（不计息）。保证金缴至：户名安徽省物华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341317000018010031345、开 户 行: 合 肥
市交行长丰路支行

四、联系电话：0551-65151281、
13955716510

联系人：邵先生
五、公司地址：合肥市长丰路 159 号铜

锣湾广场417室
安徽省物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日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9月1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决定开展省直机关（含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下同）2016年公开遴选公务
员工作。本次计划遴选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172名。

报名者应为：本省市级以下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
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科级以下公务员；本省市级以
下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参照登记
备案且在编在岗的科级以下工作人员。中央机关设
在地方的单位（包括垂直单位、派出单位等）符合上述
条件的也可报考。报考专门面向选调生职位的，须是
经省选调生主管部门统一选拔的选调生。

同时，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0年9月5日之后出

生），特殊急需专业人才年龄可以放宽至40周岁（1975

年9月5日之后出生）。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本次公开遴选采取网络报名方式，报名网站为安
徽省人事考试网，提交报名申请时间为2016年9月5
日9:00至9月9日16:00。

本次公开遴选采用报名人员个人自愿与组织推荐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完成报名确认后，报名人员应于9
月21日至9月24日从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自行下载打
印准考证。笔试时间为2016年9月25日上午8:30～
11:30，考场统一设在合肥市，地点详见准考证。报名
人员需持与报名时相同的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参加
笔试。2016 年 10 月 15 日 10:00 以后，报名人员可登
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查询笔试成绩。

官方信息发布网站：安徽先锋网（www.ahxf.gov.

cn）；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www.ah.hrss.gov.

cn）；安 徽 省 公 务 员 局 网（www.ah.hrss.gov.cn/DEF,

62）；安徽省人事考试网（www.apta.gov.cn）。

“中国声谷”孵化区
首期工程开建

星报讯（孙静 记者 沈娟娟） 9 月 2 日，“中
国声谷”孵化区的首期工程——中国（合肥）国际
智能语音产业园A区项目将正式开工建设，这是

“中国声谷”孵化区的核心区，计划 2018 年 9 月
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将成为智能语音产业发展
的重要载体。

据悉，该项目位于高新区习友路与石莲南路
交口西南角，项目包含两栋23层科研生产、两栋
13 层中试厂房、两栋 4 层裙房、2 个独立双层地
下室及室外配套工程。

合肥南站资讯指引系统上线

微信扫一扫，即可找车、接人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生活在“霸都”合肥，

你是否曾“迷失”在合肥南站？现在你完全可以
不用担心了，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
中国电科38所获悉，由他们承建的“合肥南站资
讯指引系统”已交付使用，只要微信扫一扫，就可
顺利实现找车、接人、找资讯的功能。

安徽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赛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 安徽的大街小巷、村

落山庄在春夏秋冬间景色流转，可很多人都苦于
没有时间去游走粉墙黛瓦和老街深巷。没有关
系，日前主办方安徽省旅游局诚邀各路高手参与
安徽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并且不限表现形
式，旨在把徽山皖水变为游人手中永久的珍藏。

据了解，从8月26日至9月30日，大赛面向
各界人士或团体征集作品。参赛作品包括富有
主题文化理念的创新工艺品；具有日常生活用品
功能的纪念品；特色食品、特产的创意包装、组合
等伴手礼；以图案、插画进行日用品的衍生产生
的纪念品等。参赛作品不受材质限制，鼓励采用
新颖、独创且便于批量生产的材质及表现载体。

主办方透露，作品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效
果图、创意说明、设计说明、工艺说明、市场应用前
景等。参赛人数不限制，但合作作品原则上只认定
3人团队，而且每位作者最多可投递4件作品。

办案获取线索
今年 3 月，滁州南谯公安刑侦大队在办案中发

现，很多瘾君子的进货渠道，皆通过一个名叫王某
的男子。

经过大量摸排和情报收集，多名重大吸贩毒嫌疑
人相继浮出水面。“我们很快发现，王某长期从一名叫
长贵的男子手中大量进货。”办案民警透露，专案组围

绕长贵展开调查，确认其伙同“女友”徐某共同贩毒；
他们的上线，是一个叫“微哥”的陕西籍男子。

女子购毒藏于内衣
4月6日，在滁州中环国际城王某的居住地，一名

身穿睡衣的年轻女子敲开王某的屋门。该女子很快
出来，刚到楼下即被民警控制。女子最终从上身内衣
的贴身处，取出一个装有晶状物体的小塑料袋。该女
子承认是一个瘾君子，称花了300元买了0.4克冰毒。
在民警的教育下，该女子表示愿意配合抓捕王某。随
后，在这名女子敲开门之后，民警趁势冲进房间抓获
王某，当场缴获冰毒 1.5 克等。当晚，警方乘胜追击，
抓获17名吸毒人员。

数名毒贩被抓
5月4日，专案组获得可靠情报，毒贩“微哥”抵达

滁州，此行目的是给长贵送货。
经过布控，当天下午，凤阳县毒贩李某某和张某

某被警方抓获。
当晚 20 时许，长贵及其“女友”徐某在家中被控

制，已被分成50多份、共计400余克的冰毒被现场缴
获。稍后，藏身在火车北站一家宾馆内的“微哥”，也
被警方抓获。

让“女友”送冰毒
记者采访中获悉，几名主要贩毒人员，皆为30岁

左右的无业人员，其中女孩徐某年仅 19 岁。徐某没
有固定收入，难以支付高昂的吸毒费用，追随长贵的
主要目的就是“蹭吸”。

长贵异常狡猾，平日深居简出，即便交易毒品，
也不轻易露面。多数情况下，长贵会将毒品藏在某
处，在确认毒资汇入账户后，才将藏毒地点告诉对
方。5 月 4 日，长贵将 160 余克冰毒密封进一个铁
罐子内，安排 19 岁的“女友”徐某将铁罐子放入金
鹏九九广场 10 楼一个消防水管后面，再通知李某
某前往取货。

这个儿子要点赞
星报讯（记者 祁琳） 久病床前无孝子？寿

县陶店回族乡居民陶善龙却不是这样，他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了“孝子”的定义。

1998年，陶善龙的父亲患上了脑梗塞，他便
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全身心照顾了两个多月，不
怕脏不怕累，在父亲出院后，陶善龙又到处寻医
找药，希望帮助父亲康复。没事的时候，就用轮
椅推着父亲到处散步，父亲在陶善龙的悉心照顾
下，生活得很幸福，而这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2008 年，父亲突发病情，全身抽搐，口吐白
沫，情况危急，陶善龙怕父亲咬到舌头，也怕呕吐
物影响呼吸，陶善龙用自己的手指抵住父亲牙
齿，坚持到 120 过来，此时陶善龙的手指都被咬
烂了，好在处理抢救及时，父亲并无大碍。

在这些年里，陶善龙每天给不便行动的父亲
擦身、按摩、上药，在饮食上，更是细心。吃杂粮、
吃馒头，照顾口味更是营养健康。这样忙活，陶
善龙连自己孙子都没时间照顾，有时候父亲让他
马虎一点，多余的时间去照顾照顾孙子，也享受
一下天伦之乐，陶善龙总是安慰父亲，只要他好，
自己再怎么辛苦都是心甘情愿。

省直机关2016年
公开遴选172名公务员
9月5日开始报名，9月25日进行笔试

毒贩为自保让“女友”跑腿送毒
滁州南谯警方打掉一个贩毒团伙

现场查获的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