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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定于近期进行

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2018 年 4 月 16 日 上 午 10 时 至

2018年4月17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
在“公拍网”拍卖：合肥市瑶海区凤阳路集
贸市场101号房产，建筑面积约448.48㎡，
起拍价941.592万元。

2、2018 年 4 月 18 日 上 午 10 时 至
2018年4月19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拍卖：合肥市合作化路 111 号
五里商厦商业 112，商业 112 上室房屋，建
筑面积约105.21㎡，起拍价：73.24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 17 时止接受
咨询，看样请联系拍卖辅助机构。

三、注意事项：具体要求详见各标的所
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发布的拍卖公告等
文件。具体事宜咨询安徽精业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辅助机构）。

咨询电话：13505658345（叶先生）
监督电话：0551－65352556、

65352558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18年3月13日

星报讯（周莹莹李玲记者马冰璐） 如果
没有这场车祸，35岁的“单亲爸爸”侯俊将一直陪
伴着8岁的儿子长大，可如今，身受重伤且昏迷
的他面对儿子的呼喊却毫无反应。昨日，在省中
医院的病房里，侯俊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悲伤的
家人说，再苦再难，都要帮孩子“留住”爸爸。

侯俊家住合肥市南岗镇，在家人和同事眼
中，他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孩子6个月大时，侯
俊离婚了。”他的姐夫张永武说，从那以后，父子
俩相依为命，在家人的帮衬下，日子过得也算幸
福。可不幸在去年8月23日晚7:30左右降临，侯
俊回家途中被一辆逆向行驶的车撞倒，并导致重
度颅骨粉碎性骨折、双肺挫伤等伤情。在经过8
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他被转进重症监护室。

从那以后，家人先后带他前往合肥、上海的
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已花费医药费130余万元，

“除了肇事方赔偿的20多万元，我们还借遍了亲
朋好友，欠下了100万元的外债。”张永武说，如今，
侯俊每天的医药费都要三四千元，“这两天，他因
肺部感染导致高烧，医药费一天得七八千元。”

为了照顾他，60 岁的母亲常年守在病床
前，姐姐更是辞去工作，专门照顾他，“今年年

初，在上海治疗时，我特地放下工作，陪护了两个
月。”张永武说，侯俊的哥哥更是每天在单位和病
房之间来回奔波。

“目前，侯俊仍处于昏迷中，而且左眼失明，医
生也说过，他的后续治疗可能是个‘无底洞’，可我
们不愿放弃，想帮孩子‘留住’爸爸。”张永武说，此
前，已通过网络筹集医药费14万多元，昨日，南岗
镇政府工会送
来3.8万元爱心
款，此前，镇政
府还募集了2万
多元，但在高昂
的医药费面前，
这些都是杯水
车薪。

读者朋友，
如果您愿意向
侯 俊 伸 出 援
手 ，帮 他 渡 过
难关，可联系侯
俊的哥哥侯勇：
13866781980

车祸让他重伤昏迷，家人悉心守护

8岁儿子期盼爸爸醒来，陪自己长大

。

法院网络拍卖公告（19期）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4月 17日上午 10 时至 18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
fysszc.gov.cn）进行司法网络拍卖，
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合肥市铜陵南路
199号星河府3幢6层603室，面
积：122.75㎡，2014 年建共 32 层。
评估价：200.41 万，起拍价：142.002
万，保证金：20万。

二、咨询看样时间报名事宜：详
见法院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发
布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拍卖
辅助机构：安徽省银河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咨询：13856934193 张。法
院监督电话：65352689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18年3月13日

北隐庐阳居有桃林人家，彼处田园阡陌正酝酿新
一轮的桃花争艳。3月16日至4月7日，2018中国·
合肥桃花节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华丽启幕。
届时，以“乡美”“乡韵”乡趣”“乡味”“乡情”“乡音”为
主题的六大类活动将带领市民深度体验三十岗乡的
“最美桃花季”。

▋方菲菲 杨璨 何刚 记者 祝亮 文/图

“乡美”最独特
按照“乡风文明”的要求，本届桃花节期间将举办

“美丽三十岗毅行活动”、科普嘉年华活动等，向广大
市民游客及社会各界积极倡导健康运动、快乐生活，
营造喜庆祥和、有序健康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将
在三国新城遗址公园内举办“琴瑟和鸣 缘定桃花”第
五届青年汉式集体婚礼，为一对对新人带来最传统的
汉式婚礼，让新人们以桃花为证，借十里春风，相约共
白头。届时，各项精彩活动融入三十岗乡的大美春光

中，宜静宜动、情景交融，必将给游客带来美好且有趣

的踏春感受。

“乡韵”最艺术
今年桃花节期间，三十岗乡的桃花将与崔岗村的

驻村艺术家们一同给合肥市民带来一场艺术的盛

宴。将在举办春天奏鸣曲艺术群展的同时，开展“最

美桃花”采风行、“最美三十岗”摄影比赛等活动，让驻

村艺术家与广大游客用文字、画笔、镜头捕捉三十岗

乡的最美风景，与艺术不期而遇，享受艺术带来的美

感与愉悦，留存一份关于庐阳桃花季的独特记忆。

“乡趣”最纯真
今年是庐阳区第六次举办桃花节，也是桃蹊桃树

生长的第七个年头，桃花伴春来，犹如美人归，如诗如

画，美不胜收，园内桃花绽放之时，“满树和娇烂漫红，

万枝丹彩灼春融”的盛景将更胜往昔。桃花节期间将

开设“铃儿响叮当”瓜牛公园风车风铃展、桃蹊农场趣

味儿童乐园，让观众在享受桃花“静态”美的同时，感

受节日带来的“动态”乐趣。孩子们活泼玩闹的身影、

叽叽喳喳鸟鸣般的欢闹，将让桃园里春意盎然，童趣

顿生。与此同时，更有“我是小农夫”农耕文化体验、

欢乐艺术研学游、垂钓+踏青+游园等项目活动，让游

客近距离地亲近大自然，愉快“溜娃”同时放松身心。

“乡味”最地道
三十岗乡的桃花节，还是用来尝的。在东瞿美食

村举办的“舌尖上的三十岗”将贯穿整个桃花节，各农
家乐将以桃花为主题呈现各种拿手好菜，敞开大门欢
迎八方来客，游客游玩之余可以在此停留，享受美食
带来的快乐。桃蹊园区内有风味小吃等待游客品尝，
还安排了有机农产品市集、趣味挖野菜比赛等活动，
让“吃货们”不虚此行。

“乡情”最传统
三月花朝节是纪念百花的生日，简称花朝，俗称

“花神节”。本次桃花节将与花朝节结合，在三国新城
遗址公园举行“穿汉服，拜花神”游园活动，届时将会
有穿越千年身穿汉服的美人，与花共舞。桃蹊园内将
举办以“我与桃花有个约会”活动，以“桃花令”吟诗赏
桃花，感受传统古典文化，以“桃花运”抽取桃花签，千
里姻缘一线牵，以“桃花飞”忙趁东风放纸鸢，身着汉
唐衣裳的“古人”，将漫步桃林，吟诗作对，赏花煮茶，
让千年的历史年轮仿佛在这里定格，让桃园里古意盎
然。

“乡音”最醇厚
庐阳的桃花，不仅仅是用来赏的，更是用来听的。

各式各样的专场综艺演出、戏曲表演、户外音乐演出，
将让三十岗乡变成音乐的海洋。歌曲串烧、小品、相
声、川剧变脸等曲艺演出层出不穷；“桃花戏苑”戏曲荟
在园区内搭台唱戏，戏曲名家粉墨登场，经典名段高潮
迭起；“乐享春日”园游会在音乐小镇以“户外演出+花
艺师户外花艺展示”的形式唱响春之乐章。当桃花邂
逅音乐，音乐之源的最醇厚的神韵在这里绽放。

中国最美桃花林发出邀请函，请查收！
2018中国·合肥桃花节将于本周末在三十岗开幕

星报讯（付佳佳 记者 祝亮） 3 月 12 日上
午，杭黄高铁铺轨全线贯通。线路全长 265 公
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总投资365.5亿元。

杭黄高铁东起浙江杭州，途经富春江、千岛
湖 10 多处国家级森林公园和 5A 风景区，西抵
安徽黄山。可用最短的距离、最短的时间将 7
个5A级风景区的国色天香“一网览尽”，因此也
被冠以中国最美高铁而备受期待。

总长 287 公里的杭黄铁路，绝大部分线路
位于浙江境内，安徽境内长度约81公里。从杭
州东站始发，依次经过萧山、富阳、桐庐、建德

东、淳安（千岛湖）、三阳、绩溪北、歙县北，终点
站为黄山北。黄山北站距黄山风景区约 50 公
里，坐汽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同时杭黄铁路通车
后，杭州到黄山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而且通
过与沪杭、杭甬、杭宁高铁相连，上海、宁波、南
京等地到黄山，也只要2个多小时。

据悉，杭黄高铁项目于 2014 年 6 月开工建
设，计划2018年10月建成通车。杭黄高铁在绩
溪北站与合福高铁相连，待杭黄高铁通车后，合
肥市民坐高铁仅需1个半小时候就可以直达千
岛湖畔。

本月下旬，蜀山半程马拉松将开跑
星报讯（新东 家军 亚萍 记者 沈娟娟） 记者获

悉，3月25日，领跑蜀山——2018合肥·蜀山半程马拉
松赛将在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开跑，
此次比赛设立环形闭合赛道，将有万名运动爱好者参
加四个组别的比赛，分别是半程组、十公里健康跑、五
公里迷你组和3.3公里亲子组。

根据比赛方案，半程马拉松线路长为 21.0975 公
里，十公里健康跑为10公里，迷你马拉松为5公里，亲
子跑为 3.3 公里。据介绍，此次比赛初步安排 10 辆救
护车，分布在起终点、随队员和马拉松赛道不同位置，
负责运动员的医疗安全保障和及时应急处置工作，比
赛指定安医第一附院高新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西区为 2018 合肥·蜀山半程马拉松赛定点医院，现场
共设置16个医疗服务站点。

在各服务站，都有 1 名
领队、2 名医生、2 名护士，
配备保障车一辆，除颤仪一
台，应急药品器械若干，每
个医疗服务站点均应携带
医疗急救箱，药品器械统一
标准配置（能够应对外伤、

休克、心脑血管急症等），各
服务站由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具体负责。

合肥市滨湖医院周三有义诊
中医护理门诊当天正式开诊

星报讯（苏洁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获悉，合
肥市第一人民集团医院中医护理门诊将于本周三（3月

14日）正式开诊，开诊当日下午 2：30～5：30 将在合肥
市滨湖医院门诊楼三楼举办义诊活动，义诊内容包括
中医护理相关知识咨询、耳穴压豆、刮痧、拔罐治疗等，
此次义诊还邀请到安徽省中医院刘凤选老师进行现场
指导和参与活动。

据了解，该院中医护理门诊常规开展的项目包括
耳穴压豆、刮痧、拔罐、艾灸、推拿手法治疗乳腺炎、穴
位敷贴、热奄包疗法等，通过中医辨证分型治疗头晕、
头痛、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腹胀、便秘、失眠、青春
痘、痛经、月经不调、湿疹、急性乳腺炎、小儿高热、耳
鸣、食欲不振等多种疾病。

杭黄高铁铺轨全线贯通 计划今年10月建成通车

合肥坐高铁去千岛湖仅需1个半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