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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我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对以下标的以“网络电子竞
价”形式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
中心网”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合肥市长江西路 668 号福乐门广场商

业裙楼二层部分房产，建面约2658.04㎡，参
考价1965.4611万元。

二、咨询、展示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 17:00 止。拍卖事宜详
见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合肥
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668 号福乐门广场商业
裙楼二层部分房产司法拍卖公告》。

咨询电话：0551-66223705、63506019。
监督电话：0551-65352589。

理论宣讲出新招 计生惠民微卡片
和一社区创建“微卡片宣讲法”，通过手

册、画册、折页、挂历等，宣传社会事务活动、
社区五项服务、解读最新惠民政策。

为方便群众了解计生惠民政策，和一计
生协把人口政策、优生优育知识、生殖保健常
识及各类证件的办事程序等编成宣传卡片，
使得计生惠民政策家喻户晓，居民办事更加
简便快捷。 和一社区 杨阳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将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

诉资产交易中心网（网址：http://new.ahsszc.cn），
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拍卖下列标的：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望江西路218号港汇广场B区商

业 J 幢 201 室房产，所在层/总层数：2/5 层，建
筑面积约730.97㎡，参考价982.608万元。

2、合肥市宿松路 666 号晨光苑 3 幢 1605
室房屋，所在层/总层数：16/18层，建筑面积约
102.53㎡，参考价1069776元。

3、合肥市滨湖区天山路421号滨湖和园8幢
10层1004室住宅房产，所在层/总层数：10/19
层，建筑面积约139.23㎡，参考价162.86万元。

二、拍卖时间：
1号、2号标的于2017年5月10日10：00时

始；3号标的于2017年5月24日10：00时始。
三、注意事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为

标的展示时间。有意者请于拍卖日前一日下午
17 时前向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
户汇入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并履行注册及报名
手续（详见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
告，网址http://www.hfggzy.com）。

四、咨询电话：13505658345
安徽精业拍卖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5月10日10:00起在

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网以“网络电子竞价”的方式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公告内容如下：

一、拍卖时间：
2017年5月10日上午10时00分始至2017年5月11

日上午10时00分止。
二、拍卖地点：
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网（http://new.ahsszc.

cn/hfssw/）
三、拍卖标的：
标的 1：安徽省合肥市京商商贸城 F 区商业 IF143、

IF243、IF343 商业用房。规划用途：商业；总建筑面积：
114.43㎡；参考价100.9253万元。

标的 2：一台柳工牌挖掘机（机型：CLG225C，机号：
AE019261）。参考价22.68万元。

标的3：镇江市京口路96号京岘山庄29幢1501、1502
室；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501 室 75.04 平方米；1502 室
159.64平方米；参考价165.591万元。

标的4：镇江市大西路99号怡海家园B座B1002室；用
途：住宅；建筑面积：150.86平方米；参考价127.287万元。

以上标的详情见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
www.hfggzy.com）相应拍卖公告。

四、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5
月9日17：00时止。标的实际所在地。

五、注意事项
有意竞买者须在2017年5月9日17：00前向安徽合肥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汇入相应竞买保证金，并履行
注册及报名手续（具体见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公告，网址http://www.hfggzy.com/）

六、联系方式：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万经理 严经理
电 话：0551-62840110；15805600821
地 址：合肥市屯溪路233号八一宾馆院内左侧二楼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0日

彩票开奖台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7044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500691
生肖码：羊

中国福利彩票“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17102期

中奖号码：02、03、07、10、13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

公告第2017102期

中奖号码：01、12、19、20、2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
第2017044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01、03、05、06、11、12、13

特别号码04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7102期 中奖号码：059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7102期 中奖号码：05931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7044期

中奖号码：11、
16、17、18、
25 02+09

中国福利彩票

3D玩法

第2017102期

中奖号码：698

中办国办印发文件:

突出要求党政官员
报告家事家产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为更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央决定对

2010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
定》予以修订。修订出台的《规定》和新制定的《办法》，

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着眼于建立

完善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制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贯彻执行报告制度的实践经验，坚
持突出重点，力求精准科学，强化
监督约束，对报告主体、报告内
容、抽查核实及结果处理等作出
改进完善。《规定》、《办法》的实施，
对于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贯彻执行《规定》、《办法》作为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列
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学习

宣传和贯彻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
要带头执行，切实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组织观
念，切实做到忠诚老实，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如实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
持之以恒抓好《规定》、《办法》的组织实施，加强抽查
核实，敢于较真碰硬，对不如实报告或者存在其他问题
的要严肃处理，切实维护报告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使其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次修订出台的《规定》，坚持分类管理原则，抓住
“关键少数”，进一步突出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
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报告对象范围作了适当调
整。报告事项内容更加突出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为关联
紧密的家事、家产情况。《办法》明确了认定漏报、瞒报
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具体情形和处理依据，规定了领
导干部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受到组织处理和纪
律处分的影响期，为更加有效地强化查核结果运用提
供了遵循。

据中新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
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

会议决定，在一季度已出台降费2000亿
元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以下减税举措：

一是继续推进营改增，简化增值税税率
结构。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
四档减至 17%、11%和 6%三档，取消 13%这
一档税率；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
从 13%降至 11%。同时，对农产品深加工企
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
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

二是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
利企业范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上限由 30 万元提高到 50 万元，符合这一条
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是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比例。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 50%提
高至75%。

四是在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
武汉、西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
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从今年 1 月 1 日

起，对创投企业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
企业的，可享受按投资额 70%抵扣应纳税所
得额的优惠政策；自今年7月1日起，将享受
这一优惠政策的投资主体由公司制和合伙制
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扩大到个人投资者。
政策生效前2年内发生的投资也可享受前述
优惠。

五是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将商业健康保
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推至全国，
对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
支出，允许按每年最高2400元的限额予以税
前扣除。

六是将2016年底到期的部分
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 2019 年
底，包括：对物流企业自有的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
半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
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将这
一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所
有合法合规经营的小额贷
款公司；对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退役士兵等重
点群体创业就业，按规定扣
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企

业）所得税等。

国务院公布6大减税措施
增值税率减至三档

据中新社电 1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
公布《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
以规范执行人员工作，其中包括“严禁充当诉
讼掮客、违规过问案件及泄露工作秘密”等。

一、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冷硬
横推”及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

二、严禁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及违规执行案外人财产；

三、严禁违规评估、拍卖财产及违规以
物抵债；

四、严禁隐瞒、截留、挪用执行款物及拖
延发放执行案款；

五、严禁违规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及

对纳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不及时定期查
询、司法救济、恢复执行；

六、严禁违规使用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与
案件无关的财产信息；

七、严禁违规纳入、删除、撤销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八、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违规会
见当事人、代理人、请托人或与其同吃、同
住、同行；

九、严禁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吃拿卡
要”或让当事人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费用；

十、严禁充当诉讼掮客、违规过问案件
及泄露工作秘密。

最高法为执行人员立十条铁规
严禁充当诉讼掮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