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政 记者 张发平

18岁的女生想要见一见前男友，但苦于单
身怕丢了面子，竟突发奇想拉上关系要好的“哥
们”假扮现男友，谁知“真前任”见到“假现任”分
外眼红，竟然纠集几个兄弟持械围殴了这名倒
霉的“假现任”。8月17日，晏某等8人因聚众
斗殴被含山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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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中国拍卖企业AA级资质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以“网络电子
竞价”形式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时间：2015年9月9日上午9:30
自由竞价周期：60分钟；延时竞价周期：3分钟

二、拍卖地点：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
三、拍卖标的：
1、位于合肥市颖河路康城水云间 6 幢1402 室房产，

用途为成套住宅，钢混结构，建筑面积约135.38㎡，参考
价78.897万元。（竞买保证金8万元）

2、位于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牌村大岗村民组地上建
筑物、附属物及机器设备（不含所占土地，该宗土地系集
体所有，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参考价1486.8086万
元。（竞买保证金600万元）

四、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9月8日
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9月8日17：00前向合肥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汇入公告中约定的竞买保证金
并办理申请登记手续（具体要求见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发布的《合肥市颖河路康城水云间6幢1402室房
产司法拍卖公告（二次）》、《长丰县吴山镇牌村大岗村民
组地上建筑物、附属物及机器设备司法拍卖公告》）。

咨询电话：0551-66223762、66223765、63506019、
13339293625

监督电话：0551-65352689、66662925
公司网站：http://www.sy-ah.com

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中国拍卖企业AA级资质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
一、拍卖时间：2015年8月26日上午9:30
二、拍卖地点：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东流西路双赢集团大厦一楼拍

卖厅
三、拍卖标的：（届时以拍品清单及特别说明为准）
1、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 369 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 C-2 幢

2319等19套（301-319）房产，建筑面积约932㎡，参考价410.08万元。
2、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 369 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 C-2 幢

2429等14套（416-429），建筑面积约691.6㎡，参考价297.38万元。
3、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369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C-2幢2415

等15套（401-415）房产，建筑面积约741.26㎡，参考价318.74万元。
4、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 369 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 C-2 幢

2529等14套（516-529）房产，建筑面积约691.6㎡，参考价290.47万元。
5、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369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C-2幢2515

等15套（501-515）房产，建筑面积约741.26㎡，参考价311.32万元。
6、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369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C-2幢2615

等15套（601-615）房产，建筑面积约741.26㎡，参考价303.91万元。
7、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 369 号淝河五金机电市场 C-2 幢

2629等14套（616-629）房产，建筑面积约691.6㎡，参考价283.55万元。
以上标的先整体后拆分拍卖，整体建筑面积约 5230.58㎡，参考价
2215.45万元。

四、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16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8月25日16时前持有效证件并缴纳每个

标的30万元（整体210万元）的保证金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安徽双
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徽商银行合肥曙光路支行，账号：
2181012080061137）后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如竞买不成，保证
金于拍卖会后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551-63506019、13339293625
公司网站：http://www.sy-ah.com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8月27日上午

9:00时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序号

1

2

标的
名称

原长乐
储蓄所
房产

原新站
分社房
产

标的
位置

肥 东 县 撮
镇 长 乐 农
贸市场

合 肥 龙 岗
开 发 区 长
江 东 路 北
侧

结构

混合

混合

建筑
面积/㎡

353.51

75.7

占地
面积/㎡

639.0

75.7

参考
价/
万元

28

110

标的简介

两层，一楼四
间沿街，有院
子。

长江批发市
场对面，沿街
两间门面

以上标的的土地性质均为划拨，类别为商务金融，保
证金为参考价的20%。

二、展示地点及时间：标的物所在地。自公告之日起
至8月25日17:00时止，由竞买者自行察看。

三、报名时间：自2015年8月24日至26日17:00时止。
四、报名和拍卖地址：肥东县包公大道与太子山路交

叉口肥东农商行城关支行二楼会议室。
五、注意事项：
1、标的为有底价拍卖。公告面积及所涉及的有关数据

仅供参考，标的具体情况以当期拍卖会拍品清单为准。
2、参加竞买者应提供有效证件并交纳竞买保证金，到

报名点办理登记手续。竞买成功，保证金即刻充抵拍卖佣
金和买受价款；竞买不成，保证金于十个工作日后退还（不
计息，退款按照交款时的顺序）。详情请咨询。

七、联系电话：18756525892 13705653800
安徽开泰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9月7日上

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包公大道与郎溪
路交口园上园2幢808室，建面约48.69㎡，
参考价28.635万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公告
之日起至2015年9月6日下午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 年 9 月 6 日下午
17时前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公司竞买还
须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人代表委托证明及法人代表有效身份证件、
授权委托书等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缴纳贰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保证金以实
际到账为准。如竞买不成，保证金在拍卖会
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公司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长丰路159号
铜锣湾广场4楼

联系人：纪经理
电话：0551-62861366

13866706688 65173708
安徽省物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星报讯（鲁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陈文甫

（1894-1940），安徽濉溪人，师范学校毕业回到

故乡百善小学任教。后经朱务平介绍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陈 文 甫 任 中 共 百 善 区 委 委 员 。

1930年，任百善区行动委员会委员，参加百善和

叶刘湖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遭通缉离皖。抗

战爆发后，党组织在淮北萧（县）、宿（县）地区很

快得到恢复，抗日救亡活动高涨。陈文甫回到家

乡，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组建抗日游击

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任八路军宿西

独立大队一营副营长。同年秋，濉溪镇商会头子

郭静函带100多伪军在陈圩子安据点，宿西独立

大队决定在敌人立足未稳时拔掉该据点。陈文

甫率一营担任主攻，一马当先，据点被拔除。

1940 年 3 月 17 日，国民党军一部由陇海路

北南进，途经宿县附近与日军遭遇，该部通过陈

文甫部驻地向南转移，敌人随之围追。为抗击敌

人，支援友军，陈文甫命令设防，后陷于重围。

陈文甫指挥若定，打退了敌人 4 次冲锋，敌人恼

羞成怒，纵火焚烧房屋，陈文甫和新四军将士们

将全身棉衣浇湿，在烈火中坚守阵地，最终因弹

尽援绝壮烈牺牲。

星报讯（曾凡旺 记者 王涛） 8 月 15 日下午，石台牯牛降龙门

景区气候突变，暴雨如注。与家人在龙门景区游玩的罗女士，正站

在峡谷内河道中间大石头上拍照留念，只听得轰隆隆一阵巨响，转

眼间就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围困在山谷中央的一块巨石上。

正在附近巡查的一名景区工作人员见此情景，迅速向景区管理

处电话汇报，景区立即组织救援小分队赶到现场，同时报警求助，大

演派出所民警立即携带救生装备赶到事发地点，只见在滔滔河水中

间凸起的一块大石头上，罗女士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越涨越高的洪水围着被困女游客所在的大石头打着一个连着

一个的漩涡，咆哮着奔流而下。由于罗女士离岸较远，无法一次性

救援上岸。救援人员决定采用木梯搭桥，接力把被困游客顺着木梯

接回岸边。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罗女士终于被营救上岸。

为义气变成别人“男友”
8 月 2 日晚，含山县运漕镇的女生小张在

KTV唱歌，在跟身旁的闺蜜小林闲聊时，不知不

觉聊到了以前和她俩都谈过恋爱的晏某。

在小林的怂恿下，刚刚跟晏某分手大半年的

小张竟然突发奇想要见一见这个前男友。

此时，晏某正准备和几个朋友去上网，突然

接到这个很久没联系过的来电，聊了几句后，晏

某误以为小张想要缠着他，便准备挂断电话。

察觉到自己被人“嫌弃”了，小张觉得很没有

面子，四下里看了一下，盯上了正在唱歌的好友

孙某，随即对着电话就说：“我没有想缠着你的

意思，我男朋友就在旁边，他也想见见你！”

听到小张的现男友和另外一个前女友都在

场，晏某觉得不能丢面子，就一口答应了。

“好哥们”陪同前往助阵
在听到晏某确定会来以后，小张便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告诉了孙某。得知自己分分钟变成了

别人的“男朋友”，孙某并不愿意，但架不住好友

反复劝说，为了朋友义气，孙某答应帮忙，随后

又跟小张“创作”了两人的恋爱史。

另一边，打完电话后，晏某跟准备一起上网

的其他6个朋友说起了要去见前女友的事情，还

特意提到了有个男的“想要见见他”。听到这个

消息，6个血气方刚的兄弟主动提出要陪晏某一

起去，“适当的时候”还能教训教训这个孙某。

几个小伙子在去 KTV 之前，特意绕道前往

正在装修的仲某家中，拿了2根钢管以备不时之

需，仲某闻讯也跟着来到了KTV。

当晚 9 点左右，当晏某等 8 人来到运漕镇某

KTV 后，两个女孩小张和小林带着“假男友”孙

某来到了电梯口，按照事先编好的假话，孙某以

小张男朋友的身份跟晏某聊了几句。

“入戏”太深被对方围殴
话不投机半句多，孙某由于“入戏”太深，没

说多久，双方话语就充满火药味，“我包厢里还

有人，你们走吧！”孙某说完扭头就走开了。

气不打一处来的晏某对着大家说：“这个姓

孙的太狂了，得教训教训他！”但孙某所在的包

厢里到底有多少人，晏某并不清楚，于是决定在

KTV楼下等着孙某出来。

当晏某等人离开后，小张、小林二人也先后

离开。9 点 30 分左右，唱完歌的孙某跟一起唱

歌的小舅下楼时发现，刚刚见面的8个小青年正

拿着钢管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孙某试图吓唬对

方：“别嚣张，再搞我也能喊几十个人过来！”

听到这句话，已经气急败坏的晏某等人拿着

钢管冲了上来，在围殴了约1分钟后离开现场。

目前，8名小青年已被陆续抓捕归案。8月17

日，晏某等人因聚众斗殴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现任”遭前任痛殴
只怪“演技”太逼真
小伙“友情客串”男友引发“情敌大战”

只想拍张照片
转眼山洪袭来被困水中

陈文甫：烈火中坚守阵地

全国“乡村旅游大会”
在黄山市休宁县召开

星报讯（记者 陈明） 8 月 18 日，全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

贫推进会议在黄山市休宁县召开。

会议由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主办。会上发布了中

国乡村旅游形象标识，公布了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名

单，表彰了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模范户、金牌农家乐、致富带

头人。浙江瓯江古堰画乡作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代表

介绍了引进乡村旅游创客的优惠政策。安徽省黄山市政府、浙江省

湖州市政府、山东省沂水县等单位和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模范户

及致富带头人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马鞍山彩民
喜中双色球大奖

星报讯（盛文 陈浩 记者 周德胤） 8 月 18 日晚，双色球第

201509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06、16、17、23、24、31+07，当期全国

共中出10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19万元，分别是湖北（3注）、山东（2

注）、安徽、上海、浙江、河南、云南等省市彩民中得。其中，我省1注

头奖花落马鞍山市，出奖站点位于马鞍山市向山镇向西路109号福

彩第34050059号站点。

据检索，马鞍山幸运中奖彩民仅用 10 元钱购买了 5 注单式号

码，就中得头奖。记者联系到出奖站点销售员戎尤梅，据其介绍，她

的站点是十多年的老站点，老彩民比较多。据其分析，大奖得主很

可能是长期守号的老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