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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告清单中的反担保人包括反担保保证人、反担保抵押人、反
担保质押人，反担保人的保证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的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反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所列本金及利息余额为截至 2019 年 6 月 3 日借款到期日
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代偿金额，各借款人及相应的反担
保人另应付给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罚息、违约金、
逾期担保费、资金利息损失、追偿费用及其他各项应付费用按照借款合同、
担保协议、反担保保证合同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追偿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依据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追偿权转让协议》，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将其享有的对下列
借款人和相应反担保人的全部追偿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逾期担保费、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现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相应的反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追偿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各借款人及相应的反担保人向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履行偿付义务（若借款人、反担保人因任何原因发生变更、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清偿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借款人名称

安徽中路佳宝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中宝首饰有

限责任公司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2018 年 中 诚

保字第089号

债权金额（元）

2,083,200.13

反担保人名称

于 平 、刘 虹 、

朱家文

关于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华润雪花啤酒（芜湖）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芜
湖）有限公司的权力机构决议，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
拟与华润雪花啤酒（芜湖）有限公司合并。

合并方式为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华润
雪花啤酒（芜湖）有限公司。合并完成后，华润雪花啤酒（六
安）有限公司存续，华润雪花啤酒（芜湖）有限公司注销。华润
雪花啤酒（芜湖）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由华润雪花
啤酒（六安）有限公司承继。

合并前，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 476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 18200 万元人民币；华润雪花啤酒（芜
湖）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39043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14000
万元人民币。合并完成后，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的投
资总额为86643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322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公告为第三次合并公告，第一次合并公告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刊登于《市场星报》，第二次合并公告于 2019 年 8 月 11
日刊登于《市场星报》；合并各方债权人自第一次合并公告发布
之日起90日内可以要求合并各方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相关债权人若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合并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许继慎路
联系人：刘畅电话：17356352078
华润雪花啤酒（六安）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孝海
华润雪花啤酒（芜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孝海

2019 年 8 月 12 日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8 月 10 日，北

京欧凯纳斯合肥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一

期工程在合肥高新区开工。记者了解到，

合肥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产业园年底单体

基本完工，企业明年初可陆续入驻。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欧凯纳斯此次开

工建设的基地一期工程占地50亩，总建筑

面积4.6万平方米，建成后主要用于测序试

剂及各类分子诊断试剂和仪器的生产。计

划总投资 5 亿元，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超

1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先后获批国家健

康医疗大数据中部中心、省生物医药和高

端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基地。为加快产业基

地和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合肥高新

区规划了用地面积5.08平方公里的健康医

疗大数据中心产业园。

“产业园中热电站已经建成投入使用，

地下管廊、主要路网已全面开工建设，水、

电、气、热等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完善。”合肥

高新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向民介

绍，合肥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产业园年底

单体基本完工，企业明年初可陆续入驻。

目前，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主要聚焦

在化药、生物药、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

精准医疗等细分领域。形成了以安科生

物、龙科马等为代表的生物药企业集群，以

立方制药、兆科药业等企业为代表的化学

药企业集群，以华威药业、威尔曼制药为代

表的现代中药企业集群，以欧普康视、美亚

光电等企业为代表的高端医疗器械企业集

群，以离子医学中心、金域检测、中盛溯源、

欧创基因等企业为代表的精准医疗企业集

群。形成了从原材料药供应-研发创新-

生产制造-外包服务-商业流通-检测医疗

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目前，合肥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已建

成各类创新平台50余家，拥有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26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6个，国

际合作平台4个。

8月9日下午，合肥市特警支队一大队党

支部联合兄弟部门与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

道廻龙桥社区近百人，共同开展“暑期进警

营”共享区域化党建活动，让孩子与家长们

“零距离”接触特警，体验合肥特警的训练、工

作与生活。通过警营开放日活动，充分展示

合肥特警的良好的形象，进一步促进警民之间

的和谐关系。一个多小时的参观体验，让小朋

友和家长们充分了解合肥特警的训练、工作、

生活，让广大群众更加深刻体会到人民警察的

光荣与艰辛，让小朋友们深刻感受到特警肩负

的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忠诚担当。 □方旭升 武松

合肥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产业园年底完工

星报讯（程颖 王永霞 张发

平） 今年以来，马鞍山博望区深

入实施东向发展战略，扎实开展

“项目建设年”主题活动，不仅新签

了一批智能化工业项目，还有推动

一批项目开工、投产，为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近日，记者在博望区新市工业

园看到，住方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万平方米铝合金门窗智能工厂

项目设备已经进场，几个外籍工程

师正在进行调试。“全部采用智能

化控制，从材料到成品，一条流水

线就能完成。”据该项目基建经理

张彪介绍，该项目从开工到建成仅

5 个月工期，本月就能试投产。无

独有偶。在丹阳工业园，科技有限

公司是奥特佳落下的第二颗战略

棋子。早在 5 年前，作为南京奥特

佳的第五大生产基地，奥特佳机电

有限公司入驻丹阳工业园后，企业

迅速发展壮大，2016 年 1 月投产，

第二年产值达 1.26 亿，同比增长

86.33%，2018 年，在全国汽车市场

不景气的背景下，奥特佳机电依然

实现了9000多万元产值。

据统计，1至7月，博望区省重

点项目预计完成投资41.56亿元，完

成全年任务的 85.1%。今年以来，

该区新签亿元以上项目10个，且多

为智能化工业项目，为全区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博望区以项目促转型 推动高质量发展

星报讯（陈忠 常乃祥 记者 徐

越蔷） 8 月 8 日，怀远县公安局民

警克服重重困难，驱车 40 余公里，

将一名与家人失联达两年之久、漂

泊流落在安徽的广东籍聋哑女子

送到火车站，买好去广州的车票后

移交铁路公安。在民警们的爱心

接力下，女子被送回老家广东。

当日下午4时许，一名女子来

到包集派出所值班室，民警通过女

子手势和满脸痛苦的表情推断，该

女子是聋哑人并且有很重要的事

需要帮忙。民警拿来纸笔试图用

文字与她交流，但对方只能写出刘

某丽三个字。民警试图利用人口

登记系统查找女子身份，但未果，

沟通陷入困境。

女子急，民警更急，一时间所

里的民警全部围拢过来，用不同的

手势比划着，在民警的耐心引导和

启发下，女子写出一串歪歪斜斜的

数字。这会是电话号码吗？民警

们眼前一亮，立即试拨，电话通了，

接电话的居然是女子的母亲！

据刘某丽妈妈反映称，刘某丽

系广东省饶平县人，已经走失两年

有余，由于聋哑一直没办法和家人

联系，家里天天盼着她早日归来，

老人家得知女儿的下落喜极而泣。

民警们按照老人的要求，当晚

驱车 40 余公里将刘某丽送到蚌埠

火车站，买好去广州的车票后，又

和铁路公安取得联系，通过民警们

的爱心接力，确保刘某丽一路平安

抵达。

在刘某丽即将上车的一刹那，

她突然转身，含泪向站台上送行的

民警鞠躬致谢。

聋哑女子在外漂泊 民警千里送回家

第三届安徽省区域投资环境
及优势资源项目推介会将举办

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安徽迎来

了分享高质量协同创新效应、优先

承接产业转移、打造高水平绿色发

展样板区、更好利用全球资源、率先

复制推广改革开放经验的新机遇。

为更好发挥社会智库作用，由安徽

省创业创新企业服务中心牵头，联

合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安徽省

经济学学会、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

院、安徽省徽商发展研究院、安徽省

企业经营与管理研究会共同主办的

第三届“安徽省区域投资环境及优

势资源项目推介会”暨“安徽优秀

企业家系列推宣活动”公益盛典将

于8月25日在合肥举行。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推介会已

连续举办两届，是新时代下发挥商

协会等社会组织主动服务安徽区域

经济建设，为区域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为区域投资合作搭建平台、为区

域振兴成就进行宣传，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多渠道的政府和企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有益尝试。

第三届推介会将继续延续公益

性原则，届时省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政府相关部门，省内外部分优秀

企业家将齐聚合肥，共同围绕长三

角一体化规划纲要进行深度解读、

围绕企业创新发展展开探讨，同时

部分市县还将对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投资政策进行推介、发布。

星报讯（王慧 雨静 记者 沈娟娟） 在合

肥市青阳路与史河路交口西北角，100多米长

的围栏上被一株株绿色植物缠绕，不断向上

攀爬，附近的地上也被种上多个品种的植

物。记者了解到，这只是合肥市首批垂直绿

化工程的其中一个点，20 个垂直绿化工程目

前已基本完工，预计月底竣工验收，涉及总长

3600多米，附属绿地3200多平方米。

合肥市蜀山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李克林介绍，合肥市首批垂直绿化工程就

是在蜀山区实施的，共有 20 个点，总长度达

3600 多米，附属绿地 3200 多平方米，总投资

约300多万平方米。

“目前20个点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修正，

预计月底可以竣工验收。”张光耀说，这20个点

涉及蜀山区五里墩街道、琥珀街道、西园街道、

三里庵街道、井岗镇等五个街镇，“其中，五里墩

街道共有14个点，占总工程量的70%～80%。”

合肥月底将添20个“绿花园”

星报讯（陈旭 记者 马冰璐） 昨日，省卫

生健康委公布今年 7 月全省法定报告传染病

疫情，2019年7月（2019年7月1日0时至7月

31 日 24 时），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25 种

43312 例，死亡 49 人，其中 33 人死于艾滋病、

11 人死于肺结核、3 人死于狂犬病、1 人死于

出血热、1人死于痢疾。

全省无甲类传染病发病、死亡报告。乙类

传染病中除新生儿破伤风、炭疽、人感染高致

病性禽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流行性乙型

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脊髓灰质炎、钩端螺

旋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白喉10个病种无

发病、死亡病例报告外，其余16种乙类传染病

共报告16172例，死亡49例。报告发病数居前

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

痢疾、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7.47%。

丙类传染病中除丝虫病、黑热病2个病种

无发病、死亡报告外，共报告9种27140例，无

死亡病例报告。

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

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占丙

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92.22%。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高温天气, 流行性乙

型脑炎、其他感染性腹泻病、痢疾和急性出血

性结膜炎等传染病处于多发季节，倡导居民注

意卫生，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采取有效防

蚊措施，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

感染性腹泻、痢疾进入多发季

应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