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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12月6日上

午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
外）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
gov.cn）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6878号
盛景融城 A 区综合楼商 101-112、商 135-141、商
201-202、商 217-222、商 303-305、商 308 共 31
套商业用房。建筑总面积：2644.87㎡，2010 年建
成，钢混，层数/总层数：1、2、3/11层。

整体拍卖，起拍价：22505835.6 元，保证金：
250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看样时间根
据预约情况由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安排，看样时间为公告期内（节假日除外）。

三、有意竞买者须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在“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并履行注
册及报名手续。 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辅助机
构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咨询。

四、拍卖辅助机构：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卢经理
联系电话：13856020599 0551-62974959、

63422469
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福州路3588号易

菲堡大厦四楼
公司网站：http://www.ahplpm.com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5日

拍卖公告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0 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www.taobao.com;）进
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左立兵在安徽肥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717719股的股权。参
考价113.2489万元。

二、咨询展示及报名竞买事宜详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发布的《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

拍卖辅助机构：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777号双赢大

厦1711室。
咨询电话：0551-63506019。
联系人：王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551-65352131。

拍卖公告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12月20日

上午10时至2017年12月21日上午10时止（延时
除外）在“公拍网”（www. gpai.net;）进行网络司法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安徽徽铝住宅工业科技有限
公司位于当涂县姑孰镇明珠西路南侧、湖西南路
西侧 66666.61㎡工业用地及地上附属物，整体拍
卖，参考价2392.464万元。

二、咨询展示及报名竞买事宜详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公拍网”发布的《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

拍卖辅助机构：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777号双赢大厦

1711室。
咨询电话：0551-63506019。联系人：王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551-65352131。

遗失
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遗失安徽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壹
张 ，发 票 代 码 ：
3400172320，发票
号 码 ：10201473，
声明作废。

彩票开奖台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713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1837226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7311期中奖号码：9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7311期中奖号码：9006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7134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04、05、11、14、28、32

蓝色球号码：04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

2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7311期

中奖号码：06、10、13、20、24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第2017311期

中奖号码：02、03、04、07、14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7311期 中奖号码：979

盖茨、谷歌和沙特
都在做同一件事：

造新城！
要问比尔·盖茨、沙特阿拉伯和谷歌有什么共

同之处，最近他们都对建造“未来城市”颇有兴趣。
▋据中新社

盖茨斥资8000万美元买地造城
据美国CNN网站13日报道，美国亿万富翁比

尔·盖茨旗下的卡斯凯德投资公司在亚利桑那州
的沙漠地带购买了一大片土地，准备在那里打造
一座未来城市。

开发商贝尔蒙特合伙公司表示，将打造一个
以高速网络、自动驾驶汽车、数据中心、新的制造
技术和自动化的物流枢纽为特征的超前社区。

据悉，卡斯凯德将为此投资8000万美元。公
司为工业、办公和零售预留了 15.4 平方千米的空
间，还预留了约13.8平方千米的开放空间和约1.9
平方千米的公立学校空间，预计城市未来人口将
为18万左右。

谷歌“未来之城”选址多伦多
盖茨并不是第一个有此想法的人。早在 10

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谷歌母公司Al-
phabet 旗下 Sidewalk Labs 公司将在多伦多滨水
区建设一个面积约4.9万平方米的试验区。

Sidewalk Labs 的竞标文件透露，在未来之
城，私家车的数量将会受到限制，街道上将会穿梭
着无人驾驶的摆渡车，红绿灯可以自动感应行人，
冬天自行车道会自动加热防止积雪，房屋使用模
块化建造，地下通道里不仅布满电缆和水管，还能
容纳送货机器人通行。

Sidewalk Labs已经承诺了5000万美元的初
始资金，但目前整个项目的花费还不清楚。

沙特5000亿美元造新城，还要挂牌上市
更为大手笔的是沙特的造城计划。路透社10

月 27 日消息，沙特阿拉伯规划 5000 亿美元建造
一座超级城市，并将吸引阿里巴巴等企业入驻。

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透露，这座城市被命
名为“NEOM”，占地达 26500 平方公里，邻近红
海，与约旦和埃及交会。其最终想法和策略是上
市，可能在2030年前后。

萨勒曼还透露，这个新城预计最早将于2020
年开始“有限制地运营”，2025年前对外开放。沙
特正在与全球部分大公司接洽，包括亚马逊、阿里
巴巴、空客等，为这个城市带来服务生活的科技。

他提到，这座城市将融合人工智能及物联网
技术，给人们带来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
体验。例如，城市将全部采用风能和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还会引入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
人，整座城市将运行于 APP 上，一切都实现自动
化，并以生物科技、数码、高端制造业为支柱产业。

企业被指“隐瞒实况，弄虚作假”
已停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中通（泉州）投
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在泉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泉州台商投资区分局登记成立，法
定代表人为吴丹樱，经营范围涉及工程建设、商
贸、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

此外，在 2016 年 10 月 27 日泉州市惠安县洛
阳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的搜查中，该企业被记
录为“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并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10月19日，泉州台商投
资区科技经济发展局发现该公司已停业。

同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该公司的
股东为吴丹樱及福建正大集团有限公司。记者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吴丹樱及福建正大集团
相关民事案件判决书达13份，主要为借贷及合同
纠纷案件。

在多起案件中，二者均被列为同一诉讼的被
告人。判决书内容显示，吴丹樱实为福建正大集
团及正大（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敬清
的妻子。

身后企业专卖店曾达2000多家
丈夫曾是县人大代表

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发现，福建
正大集团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郭廷志。2017年7月，福建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公布《福建省经行政认定
的驰名商标名单（截至 2017.04）》，正大集团注册
的商标位列其中。

据《泉州晚报》2012年9月20日报道，上世纪
90 年代，郭敬清的父亲郭廷志，是泉州鞋底生产
的先驱人物之一，后创办福建正大集团有限公
司。郭敬清留学归国后担任集团总经理，经营服
装品牌“Zegda正大”。

郭敬清接手后，正大集团开始转变战略，扩大
市场。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正大签约韩国当
红偶像代言“zegda 正大”，并在央视及地方卫视
投放大量广告，赞助《我爱记歌词》《非常完美》等
电视节目。据2012年《泉州晚报》报道，正大在全
国的专卖店有2000多家，批发网点4000个。

吴丹樱夫妇除了管理正大集团，还身兼多项
社会职务。2011 年12月，《泉州晚报》公布的《关
于泉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的公

告》中，郭敬清为惠安县人大代表，并多次以优秀
“创二代”的角色出现在《泉州晚报》相关报道中。

2012 年 6 月中国侨联官网显示，吴丹樱为福
建省侨联青委会委员；2016 年 5 月中国侨商联合
会官网公布的会员名单中，吴丹樱在列。

企业发展遇挫成“老赖”
门店越来越多，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大，2012

年 9 月，正大集团还出现在《泉州晚报》的报道
——《信贷诚信企业风采展示（系列一）》中。但好
景不长，2013 年年底，“正大”开始卷入债务及合
同纠纷。吴丹樱及“正大”的欠款数额如滚雪球般
越来越大，福建海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都
为其“追债人”。

2016 年 5 月，石狮法院曾公布吴丹樱失信信
息，欠款标的金额为220.1万元。一年后，吴丹樱
涉案标的金额飙升至5.5亿余元。

记者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后
发现，自2015年1月至2017年11月，吴丹樱至少
涉 10 个执行案件，其中 7 笔欠款超千万元，最高
执行标的额达6800万余元。

已公布的判决书显示，原告某银行泉州分行
与被告正大（中国）服饰有限公司、福建正大集团
有限公司、吴丹樱、郭敬清等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的涉案标的总额超过 5 亿元。其中，吴丹
樱作为保证人对该债务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此外，今年以来，在 3 份判决书中，吴丹樱及
正大集团为被告的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中，欠款数额共超2750万元。吴丹樱及正大
集团还涉及与个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欠款数额超
3300万元。日前，记者拨打了正大集团公布的加
盟热线“正大热线”，已无人接听。

36岁福建女商人欠款5.5亿背后:
两千多家专卖店均停业

11月7日，福建泉州中院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公布了一份“老赖”名单，1981年出生的吴丹樱以涉
案标的金额5.5亿余元排在首位。公布的照片中，吴丹樱样貌清秀，年纪轻轻身负巨债引发关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吴丹樱是中通（泉州）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丈夫郭敬清是福建正
大集团的总经理。两人曾在商场上风光无限，据媒体报道，正大在全国的专卖店有2000多家，批发
网点4000个。

2013年年底，“正大”开始卷入债务及合同纠纷。吴丹樱的企业在去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017年10月19日当地政府抽查时发现已停业。

2016年5月，石狮法院曾公布吴丹樱失信信息，欠款标的金额为220.1万元。一年后，吴丹樱涉
案标的金额飙升至5.5亿余元。

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后发现，自2015年1月至2017年11月，吴丹樱至少涉10
个执行案件，其中7笔欠款超千万元，最高执行标的额达6800万余元。 ▋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