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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拍卖公告 3期
定于1月19日（周四）上午10：30在本公司拍

卖：①安徽省裕鑫进口汽车修理厂整体资产，（含
债权债务）资产清单仅供参考，参考价约450-480
万。②荣城花园南苑门面房3年租赁经营权一批
（分拆），约每月17元/m2（详见清单）。

第4期：2月9日（周四）上午10：30在本公司拍
卖：法院委托：①经开区紫云路北春雨路西始信
花园20幢305室约82㎡约39.1万②肥西上派镇
合安路边政园小区3幢502室约104㎡约45.7万；
③定远县连江镇东风村曹坊组一栋3层楼房、2
间平房（先整后分）23.2万④神野重型厢式货车
（皖L00815）08年约10.77万。看登记：公告日至
会前日下午4时止。

地址：本市长江中路55号省委办公厅服务楼4
层2621222

注意事项：凭有效证件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保证金：3期①100万（须注册资本1000万法人企
业），②门面房每间1万，禁餐饮幼儿园噪音物回
网吧娱乐；4期①4万，②5万（交高新法院）、③4
万、④2万。竞买成功保证金冲抵价款，竞买不成
退还（不计息）。

2012.1.11

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拍卖机构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
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阜阳卷烟厂烟叶仓库楼（约7000㎡）及
老五金库平房与简易大棚（约885㎡）、浴池（约619㎡）、液
化气站（约267㎡）拆迁（以现状为准），并破除混凝土地
坪、外运渣土、还土、砌筑临时围墙，详见《竞买人须知》。

二、拍卖时间：2012年1月18日下午15:00整。
三、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厅（合肥市庐江路60号三楼）。
四、看样时间：2012年1月16日、17日（工作时间）。
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2年1月18日上午11:00整。
联系电话：0551-2613863 2616072 13205511789。
五、注意事项：1.有意竞买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注册资金40万元及以上、拆迁三级资质及以上）,请按上
述登记时间，凭单位营业执照副本、企业法人身份证、拆
迁相关资质证件、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和复印件（需加盖
公章），并交纳30万元保证金前来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2.有意竞买者在交纳保证金的同时,密封递交本单位的
竞买价格单,所报价格必须大写,单位盖公章,密封口处签
名并盖公章，涂改或签名与竞买登记身份不一致的视为
无效报价，拍卖人当时在密封信封外面填上竞买人号牌
和递交时间,竞买人确认;3.我公司将在拍卖会现场对竞
买者的密封报价进行拆封，由高到低取五个有效报价进
入下一轮公开竞价程序（其他报价者不得参与），起拍价
为密封报价中最高有效报价，竞价后出价最高者且所报
价格不低于保留价的竞买人成为买受人；如在公开竞价
过程中无人加价，则密封报价中的最高有效报价且所报
价格不低于保留价的竞买人成为买受人；4.其它具体事
项和要求详见本场拍卖会《竞买人须知》。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49

本省中奖注数（注）

1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2012010期 中奖号码：039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5976

0

12296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158

0

312

全国投注总额 31884324元 本省投注总额 874888元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2010期中奖号码：594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2049
39164

安徽中奖注数（注）
249
1037

每注金额（元）
1000
160

全国销售总额：62390584元，安徽投注总额：1464234元

彩票开奖台

本期有效投注总额：40562元，奖池奖金：38423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40
954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4000
9540

全国投注总额 1896026元 本省投注总额 145556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2012010期

中奖号码：06、10、11、14、16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8
2605
48045

每注奖金（元）

31032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227
372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2012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6 8 5 7 0 7 6

全国投注总额 15462486元 本省投注总额 687612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
15
149
2391
30831
385299

每注奖金（元）
5000000
26986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0
8
98

1378
17407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77

6810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13
1279

每注金额（元）

0
5287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1140016元，安徽投注总额：169876元
奖池奖金：928942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7

102
1177
63385
1294308
8871634

每注奖金（元）
8838231
321582
3000
200
10
5

安徽省中奖注数（注）
0
2
45
2564
48207
325833

全国投注总额：373157878元，安徽投注总额：14167158元
奖池奖金：688695791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2005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

07、09、18、27、31、33蓝色球号码：06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2010期 中奖号码：01、03、06、09、14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2012010期

中奖号码：03978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2010期 中奖号码：11、15、19、21、24

全国投注总额 31884324元 本省投注总额 874888元

查韦斯会见内贾德

“我们会面魔鬼都发疯”

据新华社电 朝中社 10 日

报道，为迎接金日成诞辰 100周

年（4 月 15 日）和金正日诞辰 70

周年（2月16日），朝鲜将从2月1

日起实施大赦。

据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5日发布政令说，大

赦将从 2 月 1 日起实施，朝鲜内

阁和相关部门将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获赦人员能够重新融入社

会、开始工作和生活。

不过赦令没有透露此次大

赦的对象和获赦者的人数。

政令说，继承和发扬金日成

和金正日的“仁德政治”和“宽容

政治”，是朝鲜党和国家坚定不移

的立场。

朝鲜宣布从2月起实施大赦
大赦的对象和获赦者的人数暂未公布

据新华社电 波兰一名军方

检察官9日在新闻发布会间歇开

枪自杀，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自杀原因尚不清楚。波兰总统布

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要求

国家安全办公室介入调查。

米科拉伊·普日贝乌是波兰

西部城市波兹南军方检察官办公

室副检察长。

他9日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召

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多家媒体记

者参加。

一些记者描述，普日贝乌宣

读一段声明后说：“请给我5分钟

时间，我需要休息。”记者们随后

离开办公室。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记者告

诉波兰电视台：“我们听到‘砰’的

一声后回到办公室，以为摄像机

倒了，却发现普日贝乌躺在地板

上一动不动，地上一摊血，身旁是

他的枪。”

这名记者回忆，普日贝乌当

时仍有呼吸，救护车几分钟后赶

到，把他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抢救。

医院主管莱斯瓦夫·莱纳托

维奇说，普日贝乌伤情稳定，没有

生命危险。

军方尚未就普日贝乌企图

自杀一事作出回应。波兰总检

察长安杰伊·
塞雷梅特 9 日

晚些时候在首

都华沙召开新

闻发布会，称

普日贝乌自杀

时“ 情 绪 激

动”。

2010 年 4

月 10 日，卡钦

斯基的专机在

俄罗斯西部城

市斯摩棱斯克

坠毁，包括总

统夫妇、武装

部队司令等多

名高官在内的

96 人 全 部 遇

难。

美特别小组“监控”中国
分析称两国可能进入困难期

据中新社电 朝鲜人民军9

日在锦绣山纪念宫殿广场举行集

会，发誓将忠诚于朝鲜劳动党中

央军委副委员长金正恩。

据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

委副委员长李英浩在集会上宣读

了誓言书。他说：“拥戴金正恩同

志为最高司令官，使朝鲜主体革

命武力的历史得以延续，伟大领

袖金日成和伟大将军金正日永远

活在朝鲜军队和人民的心中。”

除了李英浩外，还有人民武

力部部长金英春、人民军总政治

局第一副局长金正觉等人士出席

了当天的活动。

据《新闻晚报》报道 美国

《华尔街日报》9日报道，两名美

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

奥巴马计划设立一个特别小组，

监控中国可能存在的贸易、商业

侵权行为。

这个小组名为“执行特别小

组”，以执行美国的贸易规定为目

标。尽管小组的名称很笼统，但

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这个小组是

针对中国设立的。美国各相关政

府部门的官员都会加入这个特别

小组，其中包括财政部、商务部、

能源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华尔街日报》透露称，奥巴马

计划在本月下旬发表国情咨文前

后宣布这一计划。奥巴马政府希

望对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准入和

知识产权问题施加更大压力。

媒体分析认为，这个特别小组

将会对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

重要的政治影响。这表明奥巴马

将会对中国发起更多挑战。

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近

期敌对态势升温，双方都不希望

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让步。“中美

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困难时

期，”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学教

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分部

前主管艾斯瓦·普拉萨德说，“鉴

于两国的政治气氛，两国可能还

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

据《中国日报》报道 委内瑞

拉总统查韦斯9日会见到访伊朗

总统内贾德时多次拿美国开玩

笑，不仅称其是魔鬼，还嘲弄地说

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会面足以让美

国发疯。而内贾德则称赞查韦斯

是“对抗帝国主义的胜利者”。

在9日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

会上，查韦斯对记者说：“帝国主

义如此疯狂的行径已经许久未见

……伊朗是帝国主义美国佬的眼

中钉之一，所以我们两国更要团

结。当我们两国会面时，魔鬼都

会发疯。”

不仅如此，查韦斯还拿核弹

开玩笑。他笑称，自己总统官邸

前的小山丘下就埋了一颗原子

弹，到时候“小山就会打开，原子

弹就会露出真面目”。说完，查韦

斯和内贾德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目前，美方还未就两人的出

位言论作出任何评价。不过在获

悉内贾德计划访问委内瑞拉、尼

加拉瓜、古巴和厄瓜多尔四个拉

美国家消息时，多位美国官员曾

表达过对此事的担心。新闻发布会间歇，支开记者后

波兰军方检察官举枪自杀

朝鲜人民军誓言忠于金正恩

普日贝乌在发布会上接受采访

支开记者后，普日贝乌从摄像机前走过

普日贝乌倒在血泊中，箭头所指处是他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