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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司法拍卖公告 31期
于4月19日（周二）上午9：30，

在省涉诉网拍卖：合肥市长江批发市
场糖酒广场6幢6027号房产，瑶海
文体办公用品批发市场2幢25号商
铺（整体），约147㎡约244万。

报 名：市 产 权 中 心 632 室
66223765 郑工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会前日下
午5时止（到账）

公司地址：长江中路55号省委
办公厅服务楼4层 62621222

网址：www.ahyh123.com
注意事项：凭有效证件办理登

记手续，保证金25万（交中心）。竞
买成功冲抵价款，竞买不成退还不
计息。

2016.4.1

安徽哲高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30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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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滨湖世纪城春融苑 35-
商134/134上室房产（产权证号为：合产110143213
号），商业，1-2/3 层，钢混结构，建筑面积：147.94㎡。参考价为260万元，保证金26万元。

二、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4月18日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 4月18日17:00前，通

过本单位（本人）账户向指定账户汇入相应竞买保证
金，并开具缴款凭证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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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室办理申请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合肥市屯溪路 251 号世纪云顶大厦
A1515室

咨询电话：13349208787
2016年4月1日

拍 卖 公 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桃源路66号中铁

旭园 9 幢 3001 室，面积：116.65m2,参考价：
82.31万元。

拍卖时间：2016年4月19日上午10：00
整。

二、拍卖标的：东风牌 DFL4251A9 车
（皖 LA2679）、重型罐式半挂车（皖 LK520
挂），参考价：48.07万元。

拍卖时间：2016年4月12日上午10:00整
三、拍卖地点：合肥市庐江路60号三楼
四、展示、咨询及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

起至拍卖会前日止。
注意事项：凡有意竞买者应于公告期限

内缴纳标的 20%竞买保证金至本公司账号
并凭有效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联系方式：0551-62613863 陈经理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日

司法拍卖公告
2016年015号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政务区翠庭园小区12-301室

房产，钢混结构，建筑面积81.7㎡，参考价：
73.78万元，保证金：8万元

2.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99号606室房
产，混合结构，建筑面积约 69.56㎡，参考
价：75.77万元，保证金15万元；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6年4月19日
上午9:30时“安徽人民法院涉诉资产网”

三、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物所在地，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 4月18日止。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月18日17:00
前，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转账的形式向
指定账户汇入标的对应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
求见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司法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合肥市清溪路与潜山北路
交口天一大厦21层

联系电话：0551-62915110
安徽省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4月1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 9:30 时举行拍卖

会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150 号万达

广场9幢115/115上房产及室内装潢（房产证号：合包字第
150076669 号），用途为商业服务，建面：254.54㎡，室内已
装修，配有（格力）模块式风冷（热）水机组，参考价506.8827
万元。竞买保证金60万元

2、合 肥 元 一 时 代 广 场 4 套 商 铺 (F2A-49-2 号 ；
F2A-49-3号；F2A-49-4号；F2A-49-5号)，建面共92.46㎡。参考价192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3、合肥桃源路 1 号（旌德路）商铺（房产证号：合产
056918号），建面：284.67㎡。参考价265万元。竞买保证
金27万元

二、拍卖地点：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采用
“网络电子竞价”方式，竞价大厅网址：http://bd.ahsszc.cn）。

三、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4月15日17:00时止。

有意者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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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至合
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六楼662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地址及电话：合肥市屯溪路八一宾馆院内左侧
15209862113 严女士

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0551-66223763 李工
0551-66223760 吕工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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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大强
路20号民康葛大店花园1幢1011室，建面：
94.44㎡，参考价66.2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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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元的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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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包河区大强路20号民康葛大店花园1
幢1011室房产司法拍卖（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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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存
根）皖财通字（2005）No .003125467X原
件遗失，付款人王占宏诉讼费，执收单位
瑶海区人民法院，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60多年前，183108名志愿军战士牺
牲在战场。昨天11时30分许，在空军两
架歼-11 战机护航下，搭载 36 具志愿军
烈士遗骸的飞机抵达沈阳。

交接现场
伊尔-76飞机接迎烈士回国

韩联社的报道称，韩国国防部昨天
向中方归还36具中国志愿军遗骸。

中国空军一架伊尔-76 飞机昨天上
午将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至沈阳桃仙机
场。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两架
歼-11 战机升空护航，用空军特有的方
式向志愿军忠烈致敬。

2014 年 3 月 28 日，空军派两架国产
新型战机，对接迎 437 具在韩志愿军烈
士遗骸的民航客机进行护航。2015年3
月 20 日，空军首次派出伊尔-76 飞机将
68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迎回国。

此次共 36 具志愿军烈士遗骸及有
关遗物于2015年在韩国京畿道涟川郡、
铁原郡等朝鲜战争激战之地被发掘。韩
国国防部相关人士表示，DNA 鉴定结果

显示这 36 具遗骸的基因均不与韩军阵
亡者家属一致，经过肉眼辨识、DNA 比
对和综合鉴定等三个步骤判定这 36 具
遗骸的国籍为中国。

烈士安葬
长眠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烈士遗骸归国后，将安葬于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该陵园正式落成于
1951 年 8 月，初建的陵园总面积约 6 万
平方米，经过修缮扩建，如今陵园占地面
积已是当年的4倍。

陵园内，一座由花岗岩砌成的抗美
援朝烈士纪念碑矗立广场正中。碑体正
面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亲笔题字“抗美
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则
刻有中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为志愿军烈
士的题诗。

在纪念碑侧方，烈士墓地整齐排
列。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
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等家喻
户晓的战斗英雄也都安葬于此。

据《法制晚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 3 月
30 日刊登的一篇专访中说，5 年多的内
战给叙利亚造成了超过 2000 亿美元的
损失，重建将有赖于叙利亚的友好国家。

损失超过2000亿

“能够参与重建进程对于不少公司
来说都会利润丰厚。我们希望这个（重

建）进程主要由三个国家参与——俄罗
斯、中国和伊朗，”巴沙尔说，“我想，不少
反对叙利亚（当局）的国家都会要求该国
的公司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但毫无疑
问，我们会首先询问我们的友好国家。”

巴沙尔接受俄罗斯新闻社采访时
说，叙利亚经济和基础设施因这次内战
损失超过 2000 亿美元，“当叙利亚的局
势稳定下来，经济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但基础设施重建需要很长时间。”

巴沙尔说，叙利亚局势稳定后，与重
建这个国家基础设施有关的合同都会倾
向于俄罗斯和伊朗等在这次内战中支持
过叙利亚政府的国家。

巴沙尔说，如果询问叙利亚人民，
“他的回答一定是，我们首先欢迎来自这
三个国家的公司，最主要是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军事力
量，巴沙尔说，即使是当前叙利亚局势开
始走向稳定，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军
事存在，因为这支力量在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方面富有成效。

拒绝反对派要求

提及叙利亚和谈进程，巴沙尔认为，
叙利亚需要一个团结政府来确保这个

国家向新宪法过渡，而这个过渡政府应
该同时包括现政府和反对派。

“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在日内瓦（和谈

中）讨论，但都不是困难的问题，”巴沙尔
说，“我不认为这些问题难以解决。”

他说，过渡期意味着由旧宪法过渡
到新宪法的过程，“因此过渡期必须受现
行宪法制约”，新宪法只有“经过叙利亚
人民投票通过”才能生效。他预计，新宪
法草案可以在“数周内”拟定。

一些政治分析师注意到，巴沙尔没
有提及有关自己去留的问题，而且有关
过渡政府的表述明显与反对派要求相

左。反对派主张，所谓“政治过渡”意味
着现总统巴沙尔下台，过渡政府应掌握
包括总统职权在内的全面行政权。

针对巴沙尔的表态，叙利亚反对派3
月30日晚些时候立即回应，予以拒绝。

“无论新旧政府，只要有巴沙尔·阿萨
德在，都不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叙反对
派的谈判代表乔治·萨卜拉说，“巴沙尔
（在采访中）所谈的与政治进程无关。”

反对派谈判团队成员阿萨德·祖阿比
说，反对派一直要求过渡机构“接管全面
行政权力，包括总统职权”，“而当局则希
望组建一个权力分享政府。” 据新华社

叙利亚总统:希望主要由俄、中、伊参与重建
5年多内战给叙造成超2000亿美元损失

忠魂
归来
空军 2架战机
为36位志愿军
英灵归国护航

护航

中方礼兵为烈士遗骸起灵

韩方向中方礼兵交接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礼兵护送遗骸到达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