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积分的问题，我和超市收银员产生
分歧，拉她和我一起到总台，结果被对方殴打，
手都被抓破了。”3月29日，记者接到一位老人
电话投诉称，她在合肥黄山路与岳西路交口的
永辉超市大溪地店遭店员殴打。

□本报记者 文/图

投诉：因积分纠纷遭到殴打

在永辉超市大溪地店的监控室内，记者见
到投诉人李老太。“我买点肉和面条，在轮到我
付款时，收银员直接从旁边搬个筐子来扫码。
我就说到我了，让我先付钱。”李老太说，“当时
收银员很不高兴，但还是给我扫了码。在他人
付钱时，收银员问对方有没有会员卡，我听到
了，就问为什么没有问我。收银员说，你要积
分到总服务台去。后来我们就开始争执了。”

“付完钱，我气不过，就上去拉收银员，让她
跟我一起到总台理论。没想到，这个身强力壮
的年轻小姑娘竟一把抓住我就开始打。”李老太
表示，“当时我说，我有心脏病，去年刚刚做的手
术，但她仍不管不顾，对我进行殴打。”

调查：视频显示确实发生推搡

在超市的监控视频中，记者注意到，发生
冲突的时间为29日上午11点13分左右，李老
太在付款到收回找零之间，一直在和收银员说

话。在李老太后面顾客付款之时，李老太上前
用手拉了收银员衣服一下。收银员反应激烈，
随即转身抓住老人进行推搡，并随后将老人用
力扯到监控的边角，双方继续发生拉扯。

和老人发生冲突的孙姓收银员表示，当时
是老人先动的手，她才还的手。对此，现场的
超市行政主管杨帆表示，他们会对员工进行教
育的。至于处理意见，首先让打人的收银员向
老人道歉，然后她再代表超市向老人道歉。

超市：打人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面对超市提出的处理意见，李老太的儿子
要求超市给出书面道歉。

“打人完全是收银员的个人行为，她个人不
能代表超市。”见要求书面道歉，杨帆立即表示
不可能。随后，其表示，既然谈不好，就只有拨
打110报警。中午12点多，合肥市西园派出所
接警后将双方带至派出所做笔录。随后，超市
来了一位沈姓女经理，在警方协调下，她承诺带
被打者到医院检查，但拒绝超市公开道歉。

老人超市购物遭殴打？
因积分纠纷起冲突，超市称收银员打人是个人行为

自称遭收银员殴打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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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合肥天恒肉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转让标的：合肥市铜陵路338号东菜市商住小区2号楼A123/223、A122/

222号房产
3、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房产位于合肥市铜陵路338号东菜市商住小区2号楼A123/223、A122/222

号，房产证记录设计用途为商住。房屋建成于2003年12月，共计二套（上下二层为
一套）。总建筑面积98.68平方米，框架结构，房屋一层净层高2.90米，地面为地板
砖，墙面墙面砖（局部乳胶漆），水电通畅，卷闸门，现用于商业经营；二层层高2.20
米，框架结构，为一单间，铝合金门窗，地面铺地板，墙面乳胶漆，不通燃气，一层二层
之间有楼梯连接，卫生间位于楼梯下方。

标的地理位置较优，位于合肥市铜陵路与长江东路交口附近，交通便捷，周边
配套设施完善，有多路公交车通过，临近合肥五中、三十九中、蚌三小、花冲公园。

标的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二、公告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三、挂牌价格
人民币109.62万元
四、公告其他内容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www.aaee.com.cn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峰
联系电话：0551—62871615 62871617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合肥市铜陵路338号东菜市商住小区
2号楼A123/223、A122/222号房产

整体转让公告

安徽新艺占拍卖有限公司
第十四届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

安徽新艺占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6 年 4 月
24日上午9点30到晚上，在安徽合肥包河区仕嘉
名苑大门南侧桐城南路与黄山路交口。新艺占拍
卖有限公司二楼举办，预展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2、23日上午9点到晚上18点，预展地点本公司1
楼2楼、本次拍卖展出众多名家精品力作。有意参
与竞买的竞买人应于拍卖前凭身份证或护照填写
竞买登记表，交付保证金20000元整，领取竞买号
牌，否则不视为正式竞买人。

咨询电话：15855114191
安徽新艺占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6年4月6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皖NHB519
传祺牌SUV汽车一辆，参考价11.78万元。

看样地点及登记时间：标的所在地，公
告日起至拍卖前一日17时止。

注意事项：凡有意参加竞买者交纳保证
金5万元，并持单位或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来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成，保证
金三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咨询电话：13695516129
0551-65633126

公司地址：合肥市濉溪路310号祥源广
场B座1003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中国 AA级资质拍卖企业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4月18日上
午9:30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站

（竞价大厅网址：http://bd.ahsszc.cn）以“网络电子
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818号A楼、B楼共20套住宅房产，混合结构，总建
筑面积约：3028.20㎡，整体拍卖参考价：1556 万
元，本次以整体拍卖为主分开拍卖为辅。

二、勘验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自公告日起
至2016年4月 15日17时止。

三、竞买资格条件：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
月 15 日 17 时前，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
转账的形式向指定账户（收款单位：合肥市产权交
易中心；开户银行：光大银行阜南路支行；账号：
087670120100330005096）汇入相应竞买保证金

（分开9万元/套；整体160万元），并至合肥市滨湖
新区南京路2588号（徽州大道与南京路交口）安徽
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8号财务窗口开具往
来结算收据。竞买保证金不得由他方代为缴纳。

四、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福州路3588号
易菲堡大厦四楼

五、联系人：董经理
联系电话：18323779330 0551-63422469
六、公司网站：http://www.ahplpm.com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司法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4月 14日上午

10时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竞
价大厅网址：http://bd.ahsszc.cn），以“网络电子
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合肥市新站区胜利路元一
时代花园 4 幢 1703、1704 室；建筑面积分别为
114.49㎡、139.71㎡。参考价188.31万元。2、合
肥市濉溪路287号钢苑新村31幢202室，建筑面
积86.63㎡，参考价61.21万元。3、合肥市深圳花
园 15 号楼 602 室；建筑面积 84.6㎡。参考价
58.69万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6年4月13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 17：00
前，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转账的形式
向指定账户（收款单位：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开
户 银 行 ：光 大 银 行 阜 南 路 支 行 ；账 号 ：
087670120100330005096）汇入相应的竞买保
证金，并携带相关材料到合肥市南京路 2588 号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62 室办理申请登
记手续（具体要求详见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www.hfztb.cn）。

公司地址：合肥市濉溪路祥源广场B座1003
联系人：0551-65633126 13695516129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司法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4月 14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徽省人民法院

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竞价大厅网址：http://bd.ahsszc.cn），以“网络电子竞
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合肥市徽州大道与东流路交叉口吉瑞泰盛广场 3 幢
2303～2309室办公用房。每套建筑面积76.69㎡～165.46㎡不等，每套参考
价48.25107万元～101.46591万元，保证金每套5～10万元。上述标的优先
整体拍卖，整体参考价455.616万元，保证金46万元。详见评估报告。

2、合肥市万振逍遥苑16幢505-605室房产，建筑面积223.59㎡（含阁
楼面积32.87㎡），参考价155.52万元。

3、合肥市杏林南村6幢402室；建筑面积119.73㎡。参考价80万元。
4、合肥市马鞍山南路 88 号金地国际城 4 幢 908 室；建筑面积 148.95㎡。参考价106万元。
5、合肥市板桥河路东临泉路北元一名城 B11 幢 11-403 室；建筑面积

128.18 ㎡。参考价92万元。
6、合肥市滨湖区紫辰阁4幢6层601室房产；建筑面积133.12㎡。参考

价126万元。
上述标的3、4、5优先整体拍卖。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

17：00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月13日17：00前，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

汇、转账的形式向指定账户（收款单位：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开户银行：光大银
行阜南路支行；账号：087670120100330005096）汇入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并
携带相关材料到合肥市南京路2588号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62室办理
申请登记手续（具体要求详见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hfztb.cn）。

公司地址：合肥市濉溪路祥源广场B座1003
联系人：0551-65633126 13695516129 13956911987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合肥老城区新增
23处文明祭祀点

星报讯（钟有娣 王飞 记者 王涛） 清明将至，记者从合
肥庐阳区城管执法大队了解到，为了方便市民祭祀祖先，该大
队将在庐阳区设置76处文明祭祀点，比去年冬至多出23处。

“从 2013 年开始，每年的冬至和清明我们都要在老城区
设置文明祭祀点，每个点都放置文明祭祀盆，并有专人看守。”
庐阳区城管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设置了文明祭祀
点，但还有市民在路边乱烧纸钱，今年我们又选取了 23 处乱
烧纸钱比较集中的区域，增设一批文明祭祀盆。设置时间为4
月2日～4日期间，每天的18：00～23:00。

星报讯（正言 葛婷 记者 王玮伟/文 周诚/
图） 出国务工年薪可达十几万元。面对这样
的宣传，来自合肥市及周边地市500多人共交
了 1800 余万元中介费，最终却发现这是一场
骗局（本报曾报道）。昨日，合肥市中院公开审
理此案。被告人蒋某是安徽瑞泰出入境服务
有限公司（下称“瑞泰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检
方指控其涉嫌合同诈骗。

现年30岁的蒋某，是瑞泰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实际负责人。据检方指控，从 2014 年 1 月
至2015年4月，蒋某明知瑞泰公司不具备境外
安排劳务的资质和能力，仍然通过网络宣传等
方式招徕客户，收取了 500 余人出国中介费
1800 多万元。检方认为 ，蒋某伙同他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共计1895万余元，数额特别巨
大，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昨日在法庭上，蒋某表示涉案金额不准
确，应以 200 多人的报案金额 900 多万元为
准。同时，他认为自己是接受总公司统一安
排，在财务和人事任免等事项方面没有决定
权，幕后还有总公司在操作业务。

原来，2010年11月，蒋某进入四川加海出
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以为客户办理
出境劳务业务为名欺骗客户签订合同并缴纳
中介费用。该公司的背后控制人为中港集团
董事长钟某（另案处理）。2013 年 11 月，蒋某
受钟某委派到合肥市筹建会员公司。2014 年
4月，蒋某注册成立瑞泰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
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工作。

那么，蒋某和他控制的瑞泰公司，是如何
取得500余名受害者的信任？ 据透露，瑞泰公
司在对外宣传中允诺出国工作一年能赚十几
万元甚至更高，以此吸引大量民工前来办理交
纳中介费。并声称能办理出国劳务的工种还
有很多，如缝纫工、面包师、司机、水电工等
等。实际上，瑞泰公司并不能办理出国劳务。

“打洋工”年薪十几万？500多人被骗
安徽一中介公司副总涉骗1800万元受审

合肥租房给传销分子
中介机构将受行政处罚

星报讯（刘亮宣 记者 任金如） 对于藏匿于各住宅小区
的传销分子，合肥市房产部门今年拿出了打击传销的“绝
招”。记者昨日从合肥市房产局获悉，合肥今年将加强对房屋
中介机构租赁经纪行为的监督管理，对明知是传销分子仍将
房屋中介出租的，一经查实，将不予办理中介机构资质备案续
期，并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积极配合房地产中介机构办理租赁备
案，建立房屋出租户信息资料库。各级物业管理部门对在此
次集中打传行动中工作不到位、敷衍塞责、阻挠清理行动、为
传销分子通风报信的物业企业和个人，将予以通报批评、约
谈、取消企业申报国优省优和合肥市优资格等，并纳入不良信
用记录，以形成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

传销闹剧仍在上演
外甥骗舅妈入伙“发大财”

星报讯（先荣 红英 建军 星级记者 俞宝强） 3 月 28
日～29 日，合肥五里墩街道组织人员对辖区海亚当代、锦龙
居、御情湾等小区开展新一轮打击传销行动。截至 29 日，共
清理传销窝点40户，遣遗散传销人员150人，依法刑拘1人。

来自江西高安市，今年快50岁的吴英怎么也没有想到，自
己怀揣着发财梦来到合肥投奔外甥朱晨，没想到却被他拖进了
传销窝里。“我在老家一直在工地里干活，挣不到大钱，今年过
年后外甥一直给我和他舅舅打电话，说他在合肥有大项目可以
挣大钱，一再要求我们来考察。”3月29日，当执法人员来到御
情湾小区11幢一户住宅时，吴英道出了来合肥的真正目的，“来
到这儿后，我渐渐就知道这是传销了，真是害人害己。”

坐在一旁的外甥朱晨羞愧难当，沉默不语。在执法人员
耐心教育说服下，朱晨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自己是被朋友
骗进了传销窝点，并投入了资金，心有不甘的他只好在自己的
亲朋好友中发展下线。“真的很对不住舅妈一家。查处对我来

说也是个解脱，我会带着舅
妈赶紧回江西老家的，再也
不做发大财的梦了！”

被告人蒋某被带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