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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 5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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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本期投注总额：1483392元，
奖池奖金：185987元。

“3D”玩法
（第2020240期）

02 06 10 12 14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20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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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2020年
中大奖累计（截止2020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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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元)：837068374；
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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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6+1”玩法（第2020104期）

全国投注总额：625824元，安徽投注总额：
64834元。奖池奖金：98627209元。

基本号码
05

特别号码：29
07 10 16 18 24 25

全国投注总额：5522542元，安徽投注总
额：188412元。奖池奖金：1043990元。

“七乐彩”玩法（第2020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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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六省市投注总额：564554元，安徽投
注总额：108688 元。奖池奖金：
720477元。

（上接第一版）引进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建设，对
接上海鸿森集团，成功引进总投资4亿元的泾县章渡古镇旅游
开发项目。与健康卫视频道就总投资2亿元的水墨汀溪二期中
医药养生基地项目达成初步意向。

强化创建引领。全市共有11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创成
省级AA级旅游村。2020年新评定省四星级农家乐5家、省三
星级农家乐15家，推荐申报省五星级农家乐4家。全市共10个
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8家农家乐、16家精品民宿、1个研学旅
游示范基地入选安徽文旅系列品牌。启动宣城市“十大网红民
宿”评比工作，进一步推进乡村旅游品质提升。

持续帮扶指导。制定印发《关于指导支持全市文化和旅游企业
平稳健康发展的十二条措施》等一批扶持政策，建立乡村旅游扶贫
联系包保制度，明确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包保责任领导。今年以
来，已先后对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开展督查检查40余次。组织安
师大、池州学院等专家服务团，赴泾县、旌德县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开展实地调研，为村干部、乡村旅游经营户举办讲座。组织乡村旅
游从业人员参加各类在线培训510余人次。（本报记者 顾维林）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
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等制定了一系
列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
行动计划。邮储银行宣城市分行
小企业金融部的客户经理王伦跃
结合自身岗位，积极投身金融扶持
小微企业的各项工作，努力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尽自己所能让惠企政策暖
企心，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担当作为，
搭建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桥”

疫情期间，王伦跃坚定执行分
行决策部署，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的
难点、堵点，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满
足企业融资需求，确保小微企业信
贷获得感和满足感。作为一名入
职两年的新晋客户经理，他始终坚
持把破解“首次贷”难点作为自己
工作的重点。日常工作中，他通过
运用电话、第三方平台及邮件等工
具，使“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路”，
为小微企业更为精准的信用画像，
帮助初创期、缺乏信用信息的民
营、小微企业提高首贷获得率。在
疫情最为严重的2-4月，王伦跃经
办新发放普惠贷款6户，2512万
元，截至8月末，邮储银行全市获
贷小微企业比年初新增77户，其
中首次贷款企业17户。

他始终坚持打通“高成本困
难”堵点。针对小微企业抵押品不
足的困难，鼓励信用记录良好的小
微企业参与“邮信用”小微企业信
用圈建设，运用“信用抵押”，起到
信用降息的效果，降低企业融资门

槛。截至8月末，管户数结余23
户，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结余
9402.4 万元，其中普惠新增贷款
3311万元，新增户数4户；信用贷
款新增7户，701万元；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为4.57%，比年初下降0.18
个百分点。

守正创新，
打造小微企业融资“工具箱”

为使信贷资源流向薄弱环节，
扶持受疫情冲击大、复工复产难的
行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等提
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企业，疫情期
间，王伦跃通过电话及现场走访的
方式，积极与企业对接，了解企业
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企业融
资方案。

“感谢邮储银行在企业最困
难的时候，帮我们渡过难关！”安
徽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

据了解，该公司为宣城市招商
引资企业，2019年7月正式生产经
营，因前期购买厂房投入较大，且
为企业生产初期，企业流动资金出
现短缺状况，后通过狸桥管委会联
系到邮储银行宣城市分行寻求融
资帮扶，该行随即安排小企业客户
经理王伦跃与企业及时对接。因
企业融资需求较大，他先后联系宣
城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与建
设银行共同为企业制定融资计划，
申请1500万元贷款。因企业在乡
镇，又值疫情期间，相关材料收集
较为困难，王伦跃在与各部门协商
下，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同意先

以电子档形式收集材料，并于贷款
终审前补齐纸质材料，从贷款申请
到完成终审放款，仅仅用时7天便
为企业成功发放了1500万元贷款。

“邮储银行的工作能力、效率
以及扶持小微企业的态度，让我对
邮储银行有了新的认识！”签字放
款当天，公司负责人对邮储银行的
高效服务表达了感激之情。

守土尽责，
把好小微企业融资“风险关”

客户经理既把控着小微企业
融资的开关，也把控着小微企业贷
款风险的开关。在两年的从业经
历中，王伦跃始终坚持收放结合，
做好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管
家”。目前，他管理的小微企业贷
款无一笔不良。半年发放3391万
元，这是王伦跃交出的成绩单，也
让他在邮储银行安徽省小企业金
融业务发展评比活动中获得先进
个人奖一等奖。无一笔不良贷款，
这是对王伦跃工作质量的肯定，他
通过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在贷后管
理工作中，定期走访企业，了解贷
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通过财务分
析综合判断企业实质性风险，向企
业发出风险提示，使得企业有效规
避风险。

“功成不必在我，而功成必定
有我。我将不忘担当之责、不减担
当之志、不松担当之弦，始终践行
金融为民的初心，为小微企业发
展、实体经济健康运行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王伦跃说。
（数据来源：邮储银行宣城市分行）

王伦跃：做一名守土有责的金融匠人

湖州市中心医院
整体搬迁公告

湖州市中心医院新医院在湖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已经全面竣工，即将整体搬迁。现
将搬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住院病人搬迁时间
2020年10月5日全天
二、门诊时间
10月1—8日，门诊停诊
10月9日7:30起，新医院门诊启用
三、急诊时间
10月5日8:00，老医院急诊停诊
10月5日8:00，新医院急诊启用
四、新医院地址
湖州市三环北路1558号（南太湖大桥东堍）
五、市内交通
乘坐专64路、8路、36路、41路、53路、56路、57路、59

路、62路公交车可达新中心医院站
临时短驳线：老中心医院—新中心医院（往返班车）
六、咨询电话
0572-2555233（工作日8:00-17:00）
0572-2555102（24小时）
七、就诊预约

预约电话：12320
值此新医院整体搬迁之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医院

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及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医院整体
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搬迁期间又正值国庆、中秋放
假，由此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湖州医院
2020年10月20日

关注湖州市中心医院
微信公众号—门诊服务—
预约挂号

关注健康湖州发布微信
公众号—智慧服务—预先挂
号—湖州市中心医院

金融许可证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城监管分

局核准撤销，收回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贝林雅苑支行
机构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向阳路以南贝林雅苑2幢1室、

3幢13号
经营区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5S334180002
联系电话：0563-219916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分行
2020年10月21日

市交管部门持续开展
危化品运输交通安全整治

近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学安排勤务,持续开展危险化学
品运输交通安全“除隐患、防风险”专项整治。

该支队结合国庆中秋安保工作，突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
强化对危化品运输车辆动态管控，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全方位
检查方式，严厉查处危化品运输车辆无证无牌、超速超载、不按
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积极会同交通、应急
管理等部门，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广泛宣传
有关交通法律法规知识和危化品车辆运输事故预防常识。

（数据来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停电公告
停电时间：2020年10月27日08：00-15：00。停电线

路：110kV陈村172线中洲梅支线#116杆干线跌落保险后
段线路转检修。停电原因:水东中洲梅台区改造（10kV陈
村172线中洲梅支线#123杆“T”接点开断拆除，在中洲梅
支线#123杆直“T”中洲梅支线延伸线路，在中洲梅支线#
120杆安装跌落保险“T”接中洲梅新建台区，当天投运）。
停电区域：宣州区-水东镇：水东中洲梅。

停电时间：2020年10月27日08:10-17:50。停电线
路：北郊站10kV昭亭西217线消防支队217/＊#3039环
网柜蓝天小学环网柜30391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原因：环
境智能化监控系统安装+缺陷处理。停电区域：安徽省宣
城市【宣州区】昭亭北路：顾村、蓝天新村、宣城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宣城市蓝天学校、张华侨（皇家公馆）、安徽省宣城
市医药有限公司、宣城市水立方全民健身俱乐部。

宣城供电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经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区政复〔2020〕60号文件
批准，决定公开出让宣区[2020]58-59号地块贰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本次公开出让的贰宗地块均以现状土地条
件为准交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概况（表格
见下）

二、竞买人的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

人(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有意竞买者，通过
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ggzyjy.xuancheng.
gov.cn）下载出让文本，在线提出竞买申请。竞买人的资
格审查按自然资源部印发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规定》执行。

三、公开出让方式

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1月11日，
通 过 宣 城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网（http://ggzyjy.
xuancheng.gov.cn）获取公开出让文件和提交书面申请，
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后，方可取得竞买资
格。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16:
00时（挂牌顺延）。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出让方式为：取得竞买资格的申
请人超过3人（含3人）以上的，将公开拍卖该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不足3人的，采取挂牌方式出让，同时竞买申
请及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时间将顺延至2020年11月20日
16:00时。挂牌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
入现场竞价。具体的公开出让方式，将于2020年11月11
日16:30时前由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告知取
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

本次公开出让的贰宗地块均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方式

应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公开出让的时间和地点：
公开拍卖时间：2020年11月12日下午16:00时
公开挂牌日期：2020年11月12日至2020年11月23日
挂牌时间：上午8:00—11:30，下午2:30—5:00
挂牌申请截止时间：2020年11月20日16:00时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1月23日16:00时
拍卖、挂牌地点：宣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
五、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一）竞买不成，竞买保证金于本次出让活动结束后五

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
（二）竞得人应于《成交确认书》签定后10个工作日内

签订出让合同；
（三）成交后，竞得人必须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六、联系方式和保证金帐号：

联系电话：0563-3010108 汪女士
0563-3010061 方女士

18805639876 王女士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户 名：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敬亭支行
账 号：12070101040016918
开户行：中国银行宣城市分行
账 号：1752 1920 4434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鳌峰支行
账号：34001756108059598888
监督电话：0563-2020577
特此公告

宣城市宣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1日

地块编号

宣区〔2020〕58号地块

宣区〔2020〕59号地块

地块位置

养贤乡

养贤乡

出让面积（㎡）

948

8200

产业类型

/

/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文化设施用地50年

旅馆用地40年

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

容积率

≤2.5

≤0.5

建筑密度

/

≤20%

绿地率

/

≥4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

/

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用地所占比例

/

/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

222

起始价(万元)

29

444

建议增价幅度(万元)

2

5

宣城市宣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宣区自然资规告字〔2020〕14号

工行宣州支行
举办退休员工欢送会

日前，工行宣城宣州支行为即将退休的员工举办了一场温
馨而隆重的“光辉岁月 感恩有你”主题欢送会，为退休员工送上
美好祝福，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欢送会上，该行行长向退休员工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和感谢，
并给予高度评价：三十余年的工作生涯，尽心竭力，无私奉献；对
待工作勤勤恳恳，对待同事和蔼可亲；三十载工行生涯，三十载
挥洒青春。欢送会在温馨融洽的氛围中开始，退休员工回顾了
难忘的工作岁月，也希望年轻一代员工能够为支行未来的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同时，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回忆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最后，支行行长为退休员工送上了工会精心准备
的退休礼物。这一场温馨而隆重的退休员工欢送会是宣州支行
对退休员工的亲切关怀，更是支行践行企业人文关怀理念的缩
影，充分展现出工商银行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和员工非凡
的凝聚力。 （数据来源：工行宣城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