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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依照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进场交易相关规定，对35台中央驻皖单位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简称“车改车辆”）在安徽省产权交易网

（www.aaee.com.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欢迎符合
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报名竞买。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竞买人资格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中国境内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拍卖标的
本次拍卖车辆包括奥迪、丰田、大众、本田等多个品牌

（详见网站《中央驻皖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35台取消车辆
网络竞价拍卖清单》），本次拍卖车辆不含车辆号牌。车辆以
交付时的实际情况为准。

三、参与竞买方式
报名和竞价均通过网上进行，竞买人登录安徽省产权交

易网（www.aaee.com.cn）“安徽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
辆网络竞价拍卖专题”页面，查看车辆详细信息，选择竞买车
辆，按照《安徽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网络竞价拍卖操
作指南》、《中央驻皖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35台取消车辆网
络竞价拍卖竞买须知》及网络竞价页面提示，使用淘宝账户

（经支付宝实名认证）进行报名和参与竞买。
四、竞买保证金交纳方式
竞买人参与网络竞价拍卖须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

金按车交纳，每辆车的竞买保证金均为人民币1万元，竞买保
证金交纳按照网络竞价页面提示通过网上支付，不接受网下
或现场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公告期限
自2017年3月21日至2017年3月27日。

六、网络竞价拍卖开始时间
2017年3月28日10:00。
本次拍卖车辆按拍卖序号顺序分为 2 组，第一组 20 台

车，第二组15台车，第一组于2017年3月28日10:00开始竞
价，第二组向后顺延10分钟开始竞价。

网络竞价分为自由竞价和延时竞价（淘宝网分别称为
“竞价周期”和“延时周期”）两个阶段。

七、车辆展示
展示时间：2017年3月26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每

日9:30~16:30。
展示地址：合肥市机动车辆管理所包河工作站对面黄色

大楼停车库
行车路线：市内→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包河大

道口下左转→繁华大道（由西向东）→天津路口左转→(直行
到底)→（哈尔滨路左转200米至）合肥机动车辆管理所包河
工作站对面黄色大楼停车库。

公交车线路：可乘14、902、23、122、137、52、101路公交
车至天津路站下车，沿天津路（由南向北）步行约1000米到
达机动车管理所包河工作站即到。

八、办理车辆成交确认及过户手续
成交的竞买人请于2017年3月30日、3月31日（每日9:

30~16:30），到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成交
确认手续、交纳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含拍卖佣金）后，按

《中央驻皖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35台取消车辆网络竞价拍
卖竞买须知》规定，到车辆展示场地提取车辆后，到安徽旧机
动车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请买受人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办
理，以免造成违约。

九、重要提示
1.请竞买人仔细阅读本次网络竞价拍卖《中央驻皖单位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35 台取消车辆网络竞价拍卖竞买须知》
《中央驻皖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35台取消车辆网络竞价拍
卖竞买人承诺书》。

2.本次拍卖中无购置附加税证的车辆，仅限在车辆原户
籍所在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

3.竞买人一旦报名参与竞买，即表明完全知悉并接受上
述文件中的各项内容（详细内容见附件）。

十、附件
附件内容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网（www.aaee.com.cn）

“安徽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网络竞价拍卖专题——
中央驻皖公务用车处置”。

竞买咨询电话：
0551-62871604、62871622、62757502（安徽省产权交

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0551-63352888、18326612223（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车辆展示现场咨询电话：
0551-63352888、13135558686（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办理成交确认咨询电话：0551-62871604、62871622、

62757502
淘宝网咨询电话：4008222870
支付宝服务电话：95188、0571-88158090（企业版）
电话咨询时间：拍卖活动期间工作日每日9:30时—16:30时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239号富广大厦17楼。
安徽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纬一路16号（合肥机动车辆管理所包河工作站）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中央驻皖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35台取消车辆网络竞价拍卖公告

星哥导读：企业通过 APP 平台可以持续与用户保持联系、精

准营销，以实现丰厚收益，但一些不法分子却将黑手伸向这块“金

土地”，他们打着“帮助中小企业推广APP”的幌子骗取钱财。

经过：2016 年 4 月，河南的赵先生请人开发了一个纺织类
APP平台，同年6月，一位来自安徽盈拓信息技术公司（下称盈拓

公司）的销售人员江某某打来电话称，该公司能帮他推广该APP，
并邀请赵先生去合肥。赵先生来到合肥后，江某某和金某某出面
接待，二人谎称通过盈拓公司的全媒体平台，可以调集上千家媒体
免费为赵先生的APP做运营推广，6个月就可见到效果，推广期间
不收费，推广之后，如有商家投放广告，再赚取广告盈利的 30%。
赵先生信以为真，就缴纳了3000元定金。

之后，江某某电话告知赵先生只有办理10年APP推广服务，才
能拿到“APP认证服务备案证书”，否则盈拓公司不能帮其招商。为
了尽快进行推广，同年6月30日，赵先生又交了1.5万元推广服务
费。几天后，一位自称是上海某广告公司老板的男子打来电话，称
要在赵先生的APP上打广告，预计每年支付广告费28万元，但要求
赵先生要有“APP认证服务备案证书”。见“财神爷”找上门来，赵先
生连忙打电话给江某某，要求办理APP认证。江某某让他把办理
10年推广服务的钱补齐，于是赵先生交了2.25万元，补齐费用。不
久，赵先生领到了所谓的APP认证证书，上面写着“中国国家互联
网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APP认证服务备案证书”，可当赵先生
拿着证书再和上海某广告公司老板联系时，对方却人间蒸发，再也
联系不上了。2017年1月23日，赵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6年5月，金某某、周某某、江某某等人注册成立盈拓公司，
公司下设销售业务部。而实际上，盈拓公司就是以运营推广APP
平台为名的诈骗团伙，他们先把客户骗过来，再通过夸大宣传，让
客户相信公司的推广效果，最终让客户高价购买所谓的“APP 推
广服务”从而骗取钱财。

此外，金某某还请人注册了一个名叫“中国国家互联网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虚假网站，客户按要求支付了 APP 推广服
务费后，金某某就把他们的资料添加到这个网站里，再给客户发一
个“APP 认证服务备案证书”。有些客户只交钱购买了一两年的
推广服务，该公司业务员就会对他们进行电话回访，告诉这些客户
如果多购买几年推广服务，公司就会将其作为重点推广对象。一
些不明真相的客户为了得到“格外关注”，便会掏钱购买。如果有
客户犹豫不决，业务员就会冒充第三方老板，谎称要高价加盟或投
放广告，但前提是必须在盈拓公司续满10年APP推广服务费。

结果：经警方初步查明，金某某等人以上述方法，累计骗取
173 人钱财 223 万余元。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
caijing.com）记者获悉，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将犯罪
嫌疑人金某某等6人批捕。

星哥点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靠耍小聪明谋取的不义之财，

必将受到法律与正义的惩罚。贪图推广期不收费的小便宜，却不想

失去得更多。防微杜渐，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记者 马冰璐

星哥导读：身为合肥市公路管理

局（下称“合肥市公路局”）的综合协调

科科长，李某伙同供电部门职工程某

以帮忙承接工程为由，先后索要 6928

万元、五块黄金，其将面临的是法律的

严惩和必将承担的刑事责任。

经过：2012 年至 2014 年间，李某
在担任合肥市公路局工程科副科长、
综合协调科科长期间，经程某结识奇
威公司肥西分公司的负责人黄某某
后，通过出具推荐函等方式帮助奇威
公司肥西分公司以虚假投标等手段承
接了合肥新桥机场团肥路电力线路高
低压改造工程、G206 南岗至上派段、
G312合六路、G103合铜路、G206上派
至舒城供电线路改造工程。

三人约定由李某、程某负责结算
工程款、验收审核等事宜，黄某某负责
施工，利润由三方按比例收取。李某
先后向黄某某索要 2889 万元、黄金五

块价值82.63万元，程某先后收取黄某
某 4039 万元。其间，为感谢肥西县供
电公司下属集体企业肥西县阳光维修
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刘某某（已判决）在
承接上述工程中给予的帮助，黄某某、
程某于 2013 年 7 月和 2014 年春节两
次共计送给刘某某50万元。

结果：2016年1月14日，黄某某被
侦查机关抓获归案。2016 年 1 月 28
日，李某被侦查机关抓获归案。2016
年 3 月 29 日，程某被侦查机关抓获归
案 。 昨 日 ，市 场 星 报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记者获悉，此案将
于本周在合肥市中院公开审理。

星哥点评：索要好处费时如狼似

虎，面临刑责时胆颤心惊，多行不义必

自毙，法律的尊严和正义不容触犯。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样的结果最是

大快人心。

▋正言 记者 王玮伟

星哥导读：为筹钱给病儿看病，在

火车站附近蹬三轮车挣钱补贴家用的

孙某竟冒充退休反贪局长四处骗钱。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记者获悉，犯罪嫌疑人孙

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合肥市瑶海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过：因家境拮据，儿子生病住院，
年过六旬的孙某便在合肥火车站附近蹬
三轮车挣钱补贴家用。2014年4月份，
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检察院退休领导借
帮别人办事的名义收别人钱财被抓的新
闻后，便萌生了冒充退休反贪局长骗取
他人钱财，为自己儿子看病的念头。

于是，孙某便常在和同行们闲聊
的过程中谎称，自己是合肥某区检察
院反贪局的退休局长，退休后在家没
事便出来蹬三轮车散心、锻炼身体。
他还爽快地表示，自己虽然退休了，但
仍然有很多领导会买自己的账，大家

如果遇到什么小麻烦可以跟自己说，
自己可以帮忙疏通关系。很快，这个
衣着朴素的老头是退休反贪局长的消
息便传播开来。

2014 年 5 月，同行杜大姐因为儿
子的户口问题找到孙某，孙某二话没
说便答应了此事，并分5次从杜大姐处
骗得现金 11000 元。随后，多位同行
先后找他帮忙办事，并按照他的意思
给了几千元的“疏通费”。

结果：孙某拿了钱之后溜之大吉，跑
到合肥某小区当保安。去年12月1日，
公安机关将孙某抓获。据了解，孙某共
计骗取杜大姐等4名受害人1.85万元。

星哥点评：蒙骗了别人，糊涂了自

己。我们在对老人儿子患病生活困难

抱以同情的时候，也对诈骗他人钱财

这种无耻行径感到唾弃。生活不易，

自当且行且珍惜。

▋李玉光 马百宁 记者 马冰璐

诈骗团伙设下
APP推广圈套
半年骗了173人223万余元

退休反贪局长骗钱？
原是老汉冒充！

一开口就索要几千万

“好处费”将合肥公路局一科长送进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