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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祁琳

肥西人陈娟有个快5岁的儿子优优（化名），跟
同龄的孩子相比，优优现在应该每天去上幼儿园，
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可是陈娟说起“幼儿园”这
个词，就忍不住心痛，因为优优去年因先天性心脏
病做了手术，“只试读了一天幼儿园，孩子就开心得
不得了，可是现在却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他”。

安徽省全鑫拍卖有限公司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4月15日09：30时对以

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
心网以互联网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临淮路盛嘉公寓 1 幢 109 室房产；建筑面积

52.45平方米。拍卖底价：78万
2、临淮路盛嘉公寓1幢201-205室房产；建筑面

积314.76平方米。拍卖底价：223万
3、瑶海区盛景名苑 7 幢 1501 室房产；建筑面积

134.62平方米。拍卖底价：103万
4、合肥市凤阳路中州世纪广场 1501、1502 室房

产；建筑面积：355.01平方米，拍卖底价：269.56万
5、合肥市青年路 198 号太阳岛花园合欢苑 502、

602 室房产；建筑面积：341.96 平方米。拍卖底价：
239.65万

6、合肥市胜利路与凤阳路交口元一时代广场商铺
F2A-5-2，F2A-4，F2A-5-1 房产：面积：78.89 平方
米。拍卖底价：117.873万

另本公司在4月15日09：30时拍卖：
皖A30336本田车CRV一辆，拍卖底价：41247.86元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
自公式之日起至2016年4月14日17：00止，在拍

卖标的所在处展示
联系人：张经理 15155177857 0551-64695748
公司地址：合肥市庐阳区产业园秀水路6号
公司网址：www.ahsqxpm.com

安徽省全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1日

加盟全信通有“钱”景
创新型快递进入安徽市场，

现诚招市、县、区各级代理。
全信通将快递、物流、电商、实

体店整合为一体平台，共同投资、共
搭平台、共谋发展！加盟全信通，投
资一个网点，坐享全国好生意！全
信通将成就万众快递创业梦。

做新时代掘金者，选择比努
力更重要！

公司名称：安徽尚久通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
河区屯溪路251号世纪云顶大厦
A栋1606室

加盟热线：0551-63846687
18297909089 18252157827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4月19日上午

9:30在安徽省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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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肥东县店埠镇公园
路土管所商住房（东第四间、东第五间），东
第四间建筑面积37.44㎡,东第五间建筑面积
51.12㎡，参考价166.5万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公告
之日起至2016年4月18日下午17：00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月18日17:00
前（公告截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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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万元竞买保证金，并携带相关材料到安
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六楼662室办理申
请登记手续（具体要求见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

《肥东县店埠镇公园路土管所商住房（东第四
间、东第五间）房产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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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31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4月20日上

午9:30在安徽省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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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合肥市物流大道兴
华苑34-603室，建筑面积122.32㎡（另有阁
楼建面35.24㎡）,参考价85.9304万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公告
之日起至2016年4月19日下午17：00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月19日17:00前
（公告截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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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规定的竞
买保证金，并携带相关材料到安徽合肥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六楼661室办理申请登记手续（具
体要求见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合肥市物流大
道兴华苑34-603室房产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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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31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4月20日上

午9:30在安徽省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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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新站区站西路宝文
国际花园8幢1103室房屋，建面175.23㎡（其
中阁楼建面为50.32㎡），参考价106.55万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公告
之日起至2016年4月19日下午17：00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月19日17:00
前（公告截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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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元竞买保证金，并携带相关材料到安
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六楼661室办理申
请登记手续（具体要求见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

《合肥市新站区站西路宝文国际花园 8 幢
1103室房产司法拍卖公告（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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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31日

近日，2016蓝光杯高尔夫邀请赛合肥雍锦半岛站暨
阳光高尔夫球队月例赛在合肥紫蓬湾国际高尔夫球俱乐

部隆重举行，蓝光地产相关领导、阳光高尔夫球队队员们
出席当日开球仪式，作为球队成员之一——著名影视演
员尤勇先生莅临鼎力助阵，引起现场欢呼声不断。

本次高尔夫邀请赛以“驰骋湖山 挥跃巅峰”为主题，并
在山水环绕，湖泊与球道交融的紫蓬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进行。开球仪式现场，本次高尔夫邀请赛的主办方合肥
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领导在致辞中表示：“高尔夫
是一项绅士高贵的运动，是社会名流的标配，大家在切
磋球技的同时，能够以球会友，能够打出理想的成绩。”

本次参加邀请赛的阳光高尔夫球队是实力与口碑
俱佳的球队，作为目前安徽省规模最大的球队，阳光高
尔夫球队 2015 年 10 月 30 日正式成立，目前已有来自

金融、医药、建筑、地产等各个领域的正式队员62人，在
各种高尔夫球赛中看到队员们的身影，是难得的也是不
可忽视的强劲对手。当晚，在驰骋湖山间，挥跃巅峰
后，一场无与伦比的颁奖晚宴也在蓝光雍锦半岛营销中
心隆重举行。高端定制歌舞礼乐，华曲霓裳带来一场视
听盛享，鲜花、奖杯与掌声敬献脱颖而出者。

作为此次邀请赛的主办方，蓝光雍锦半岛坐拥
8500 亩大蜀山天然森林氧吧，占据合肥最繁华宜居的
蜀西湖板块，背依2200亩蜀西湖无限风光，囊括合肥山
湖城市资源之极致。50万方的高端社区，集合雍容墅、
锦绣墅、巅峰云墅、湖山洋房四大居住形态，缔造法式
风情建筑、东方禅境园林，中西合璧美学人居范本。

自在挥洒，一杆定湖山
——2016蓝光杯高尔夫邀请赛合肥雍锦半岛站暨阳光高尔夫球队月例赛成功举行

试读一天幼儿园，孩子很激动

陈娟一家租住在合肥兴园小区，丈夫是一名
厨师，陈娟在家带孩子。说起孩子的病，陈娟就
忍不住伤心，“我患有红斑狼疮，需长期服药，可
能是药物对孩子有影响”。

陈娟说，优优还在她肚子里时，就测出心跳
数很低，之后便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出
生后，身体素质很差，经常去医院。“很小的时候，
医生建议 2 周时做手术，可当时经济条件不好，
一直拖到去年7月份才做的手术。”陈娟说，手术
费也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

“在优优的肚子上，能看到有一块鼓起来，
那就是心脏起搏器。”陈娟说，现在优优只是不
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其他跟别的孩子无异。

从去年开始，陈娟便联系幼儿园，还有幼儿园
让优优试读了一天，“他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一天的生活都复述给我听，可是现在没有幼儿
园愿意接收他”。陈娟现在只能自己教优优一
些简单的数字。

附近幼儿园都对孩子关上了大门

陈娟家附近有两家幼儿园。陈娟说，如果能
上这两家幼儿园最好了，方便接送、照顾孩子。
昨日下午，记者分别联系了这两家幼儿园，得到
的答案都是“不能上”。

童乐轩幼儿园一位负责人称，入园首先要符
合入园的相关规定，提供健康证明等材料，“我们
也想帮助这个孩子，但也要考虑别的孩子。”这位
负责人称，孩子父母来幼儿园时，园方也考虑到
父母心情，让孩子试读了一天，但因为孩子坐不
住，会影响到别的孩子，“就算不考虑这些因素，
目前也没有办法接收了，名额已满”。另外一家
小区内的配套幼儿园小森林幼儿园，工作人员也
表示，先不考虑其他因素，现在床位已经没有了，
一个孩子都不能再多招了。

优优目前恢复得很好，但要注意不能受到猛
烈的撞击。记者从合肥高新区教育部门了解到，
优优的情况很特殊，正在积极联系辖区内的几家
幼儿园协商解决此事。

昨日上午，安徽医科大学联合蜀山区梅山路社区为伟
大的遗体捐献者设立“追思墙”。据了解，最近几年，办理
志愿捐献遗体登记的市民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 50 岁～
80 岁的中老年人占到 70～80%。截至昨日，已有 2522 人
在安医大接受站办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

郭艳 云冈 张敏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人
社局获悉，合肥市目前有两百多万人拿到了新社
保卡，但其中有近一百万人还未激活。不过，该
局相关人士表示，目前老社保卡仍可正常使用，
在停用前会提前3个月公告。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底，合肥市共已制
作金融社保卡427.65万张，发放268.06万张，激
活 173.01 万张。也就是说，合肥市还有一百多
万参保人员没有去领取新社保卡，还有将近一百

万参保人员拿到新社保卡但没有激活。合肥市
人社局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老社
保卡在合肥仍然可以正常使用。老社保卡停用
前，我们会提前3个月进行公告。但希望拿到新
社保卡的参保人员还是要尽快去进行激活。

记者还了解到，新社保卡中加载的金融功能
在合肥尚未启用，但已有相当多用人单位都表示
出意向，拟将社保卡和职工工资卡进行合并，让
职工通过社保卡来领取工资。

骆岗街道包河苑社区
为流动人口免费孕前检查

星报讯（余爱民 陈冲） 记者日前从合肥包河区骆岗
街道包河苑社区获悉，截至目前，该社区已有26对流动育
龄夫妇参加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据该社区计生负
责人介绍，社区对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流入本社区
的流动夫妇免费提供一次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建议在计划受孕前4～6个月内进行，
主要目的是查找可能导致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
因素。包河苑社区为确保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这项民生
工程能够更好地服务到流动人口家庭，社区在资金投入等方
面给予保障，每对参加检查的夫妻给予230元的交通补助，为
流动人口孕检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为了向社区流动人
口能够提供更加优质的计生服务，社区计生专干和计生网格
员主动上门宣传和帮助流动参检夫妇填写孕前优生健康体
检表，并帮其提前预约，安排参检。

`租住在包河苑社区的刘长平和蒋学海夫妇是流入到该
社区的流动夫妇，他们想要个宝宝，但是在怀孕前想参加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全面的评估，看是
否适合现在怀孕，但是平时上班很忙，没时间回老家参加检
查，在听了包河苑社区计生网格员的宣传后，得知在包河苑
社区也能参加优生健康检查，他们非常高兴，在社区计生工
作人员的安排下参加了检查，并获得了230元的交通补助。

包河苑社区一直以来都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
流动人口能享受的计生政策包河苑社区都会为他们积极
办理。为流动人口提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为了提高流
动人口符合政策并计划怀孕夫妇健康水平，符合条件的夫
妇，他们和常住人口一样，社区计生专干和信息员都会上
门或电话为他们预约填表，安排到包河区保健站检查。

5岁幼童戴心脏起搏器
想上幼儿园连吃闭门羹

合肥近百万人新社保卡没激活
人社部门：老卡停用会提前3个月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