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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肥东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上

午10时至2018 年3月21日上午10时止（延时
除外）在“公拍网”（www.gpai.net）进行网络司
法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新站区当涂路格兰云
天 2 幢 306 室住宅房产，建筑面积：115.26㎡，
2007年建成，钢混，层数/总层数：3/6层

起拍价：1490200元，保证金：150000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看样时间

根据预约情况由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安排，看样时间为公告期内（节假日除外）。

三、有意竞买者须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在“公
拍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并履行注册及报名
手续。 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辅助机构安徽
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咨询。

四、拍卖辅助机构：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
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经理
联系电话：13856020599

0551-62974959、63422469
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福州路3588号

易菲堡大厦四楼
公司网站：http://www.ahplpm.com

肥东县人民法院
2018年2月13日

拍卖公告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0 时止（延
时除外）在“淘宝网”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现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金牛路 446 号美域花园 A 区 2 幢

707、707上室房产，面积：83.75㎡，保留价：159.84
万元

2、合肥市荷花路东段山湖新村恢复楼 17 幢
304室，面积：63.57㎡，保留价：88.11万元。

3、合肥市科学大道8号兴园小区北区6幢105
室，面积：76.77㎡，保留价：112.81万元。

4、合肥市世纪阳光花园橙阳苑 3 幢 304 室房
产，面积：118.69㎡，保留价：212.38万元。

二、咨询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告日起至
2018年3月19日止（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预约
看样联系辅助机构。

三、标的物以实际交付时的现状为准。有意竞
买者须以自己的名义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在“淘宝
网”上报名并支付相应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竞
得者的保证金将不计利息按原付款方式原渠道如
数退还；买受人所支付的保证金转入法院指定账
户，拍卖余款须在2018年4月10日前缴入法院指
定账户。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辅助机构
安徽苏富尔拍卖有限公司咨询。

四、看样咨询电话：15055134423 马经理。
联系地址：合肥市黄山路612-1号
法院举报监督电话：0551-65357836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2018年 2月13日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掌中安徽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日前出台社会保
险扶贫政策，对特殊困难群体，通过适当扶助政策，帮
助他们参加社会保险，使其获得相应的保险待遇；对
非贫困人员特别是其中的未参保人员或断保人员，引
导其按规定参保续保，获得相应保险待遇，防止因年
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陷入贫困。▋记者 祝亮

从参保“入口”减轻困难群体缴费负担
《实施意见》提出，对符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
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由地方政
府结合本地实际，在缴费档次范围内确定标准为其代缴
养老保险费，并按规定给予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对已脱
贫的贫困人口代缴保险费期限可延续到2020年。

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
《实施意见》提出，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情况，逐步

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完善缴费激励
机制，引导广大城乡居民选高档、多缴费，增加个人账

户积累，提高未来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从 2018 年
起全省最低缴费档次统一提高到 200 元，有条件的
市、县（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提高缴费档次。

《实施意见》提出，“十三五”期间，在认定农村低
保和扶贫对象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暂不计入家庭收入。

贫困人员一个不落下纳入医保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全
额补贴，通过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全额代缴，确保困难人
员及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贫困人员一
个不落下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覆盖范围。

《实施意见》提出，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全面落实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351”、“180”
政策，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对贫困人口降低大
病保险起付标准和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对参加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就业妇女，符合条件的将其住
院分娩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

围。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
难群体实行县级行政区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改革，
减轻其就医垫资压力。

招用农民合同工应依法缴纳失业保险费
我省将继续推进以农民工为主的建筑业职工参

加工伤保险，巩固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建立长效机制。适时推进交通运输、铁路、水利、能源
等领域工程项目的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适时
调整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水平。
做好建筑业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研究将符合医疗诊疗规范的尘肺病治疗技术和
手段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用人单位招用农
民合同制工人应当依法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合同
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合同制工人在
用人单位依法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年，劳动合
同期满不续订或提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可申领
一次性生活补助。依法将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
工纳入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
个人不缴费。

我省出台社会保险扶贫政策

确保贫困人员全部纳入医保范围

据12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安徽蚌埠
公交集团“苗苗车组”的职工们最近心情非常愉悦，
他们的服务前不久获得了安徽省文明行业“优质服
务示范品牌”称号。作为全省仅有的20个“优质服
务示范品牌”之一，“苗苗车组”职工认为，这份荣誉
是对他们在整个蚌埠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所作
贡献的一种认可。

创建“优质服务示范品牌”是由安徽省创建文明
行业活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文行委）与安徽省总工会
日前联合举办的一场活动。文行委主要负责对本市
窗口行业文明创建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为各窗口
单位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各个地市文行委主任多由

市领导担任，成员单位一般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总工会、市经信委、市文广新局、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和市有关媒体组成。文行委下设办公室（文

行办），文行办就设在各市总工会宣教部。
安徽省去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全省16个地市半数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据安徽省
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省文行办主任胡东
辉介绍，全省各级工会扎实推进文明窗口、文明班
组、文明岗位、文明职工等文明行业创建活动，不断
提升行业优质服务意识，强化广大职工的敬业奉献
精神和道德养成，为安徽多个市、县荣获全国文明
城市、县城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徽工会扎实推进文明行业创建工作

中央媒体看安徽

三名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网上逃犯在泾县落网

星报讯（任超 记者 曹开发） 2 月 9 日 16
时45分许，泾县公安局汀溪派出所获得线索，3
名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网上逃犯驾驶一辆黑色

“凯迪拉克”轿车进入汀溪乡境内。汀溪派出所
民警立即通过视频追踪、蹲点守候等方式展开
行动。当日17时30分，民警发现3名网上逃犯
在水墨汀溪景区“泾宁客栈”入住，遂展开抓捕
行动。不料，该 3 名逃犯发现了前来抓捕的民
警，快速往“泾宁客栈”陡峭后山密林逃窜。抓
捕民警张鑫、任超等快速反应，奋力追击500多
米，与前来增援的上级公安机关民警合力将 3
名逃犯控制。

经查，2017年3月份至今，犯罪嫌疑人汪某
俊（男，29岁）、汪某林（男，42岁），门某发（男，44

岁）通过网络加入“兴中天”，在河南省新乡市实
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目前，汪某俊、汪某林、门某发已被泾县公
安局临时羁押在泾县看守所。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昨日，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
安徽省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针对不动产登记工
作中存在的“推绕拖”“事难办”等问题，该中心实
施了专项整治活动。

今后，各地不动产登记中心绝不允许出现以下
情形：没有在大厅张贴公示摆放办事指南、一次性
告知单、收费标准等；咨询台和咨询电话没有安排
专人在岗接听，因接待态度不好导致投诉；登记申
请限号、群众凌晨排队取号或业务办完后没号不办
事，存在“黄牛”问题；未利用网络、微信等预约受
理、给予办理和查询办理进度等方便群众……针对

这些坏作风，省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采取明察暗
访、随机抽查、听取群众意见、委托第三方调查等形
式，及时发现问题，严肃查处。

省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各地今年要全面实现
不动产登记窗口规范化，推动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建设标准化，全面提升便民利民服务水平，全面实
现不动产登记业务5个工作日办结目标，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绝不允许窗口登记
人员存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购物等；绝不允
许不一次性告知让群众反复跑路、要求群众提交不
必要证明材料等问题；绝不允许部门内部之间相互
推诿，影响群众办理登记等问题。

2月9日，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通过职
业时装秀形式，展示白衣天使风采。当日，该院
医护人员通过多种艺术形式传承白衣天使救死
扶伤精神，展示医护人员新风貌、新风采。

▋陈彬 记者 吴传贤 文/图

安徽整治不动产登记“事难办”

星报讯（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义务当“导
游”，带老人们旅游；自己一手创建的旗袍班大放异
彩……回首2017 年，64 岁的合肥市民韩萍不禁感
慨，自己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2017年，我干了一件大事。”家住合肥市沁心
湖社区的韩阿姨自豪地说道，热心公益的她去年组
织了一个“观光团”，并义务当“导游”，带着社区里
的一些老人去黄山等地游玩，“这些老人大多和我

年龄相仿，子女都忙于工作，他们一直想出门游玩，
却无人陪同。”

“我非常喜欢旅游，这些景点我都去过。”她说，
一路上既是“领队”，又是“导游”的自己确实十分忙
碌辛苦，但看到老人们开心的笑容，“我就觉得所有
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
2017年，她牵头成立了一个旗袍班，并吸引了40多人
加入，“令我感动的是，虽然起步晚，但大伙训练起
来都十分刻苦，仅花费了很短时间便能上台表演。”

去年，她带着大伙还先后前往多地演出，“每到
一地演出，都收获了热烈的掌声，这不仅让我们收
获了自信，还备受鼓舞，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韩
阿姨说，旗袍班能如此大放异彩大大出乎她的意
料，“这离不开队员们的努力和付出。”

义务带老人旅游，旗袍班大放异彩
韩阿姨回首2017：成就感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