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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 0 9 3

奖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中奖
注数

276

0

928

每注
金额
(元)

104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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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奖等奖金
总额(元)

2871040

0

160544

本期投注总额：1465498元，
奖池奖金：1361222元。

“3D”玩法
（第2020245期）

02 03 04 09 15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20245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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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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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2020年
中大奖累计（截止2020104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
注数

1016

15416

安徽中
奖注数

50

521

下期奖池(元)：806356097；
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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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
中奖注数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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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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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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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元）

0

32450

10000

500

50

5

基本号码
2

生肖号码：龙
6 2 7 2 9

“东方6+1”玩法（第2020106期）

全国投注总额：728924元，安徽投注总额：
68920元。奖池奖金：98924049元。

基本号码
02

特别号码：24
04 05 09 13 14 17

全国投注总额：10799256元，安徽投注总
额：474510元。奖池奖金：5282812元。

“七乐彩”玩法（第2020106期）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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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六省市投注总额：547622元，安徽投
注总额：109222 元。奖池奖金：
9234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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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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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公开出让2020-32号等两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表格见下）
2020-32号等两宗地为商住用地，配建商业且计入容

积率面积不大于地块总计入容积率面积的2%。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凡在我县范围内逾期
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个人及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参
加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
件。

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和交纳竞买
保证金时间为：2020年10月24日-2020年11月12日16
时。

经审查，在2020年11月12日17时前确认拍卖竞买
资格。

五、拍卖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0年11月13日10：00时。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拍卖报名截止时，拍卖地块如不具备法定拍卖条

件等，将从次日起转为挂牌出让。拍卖转为挂牌时间：
2020年11月14日-2020年11月25日，竞买申请和交纳
保证金时间顺延至2020年11月23日16时。挂牌时间截
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竞买人申请参加同期多宗土地竞买的，可以只交
纳一项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竞买中没有竞得前一宗地
的，可以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买。当竞得前一宗地后，不得
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争。如果竞买人同时缴纳二宗地的竞

买保证金，无论其是否竞得前一宗地，都可以参加后一宗
地的竞买活动。

（三）土地成交后，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
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
（如上述出让宗地因拍卖转为挂牌出让，签署合同后，必须
在2020年12月30日之前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

土地出让金余款50%的缴纳方式为：受让人必须在
2020年12月30日之前全部缴清土地出让价款，不支付利
息；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
纳违约金。

（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平镇中港东

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一夫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县支

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0月24日

编号

2020-32

2020-33

土地位置

建平镇伍员路北侧

建平镇伍员路北侧

面积（m2）

69969（折合104.95亩）

69994（折合105亩）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容积率

＜2.0

＜1.9

建筑
密度

≤26%

≤26%

绿地率

≥30%

≥30%

出让
年限

40/70

40/70

起始价
（万元）

25190

25200

保证金
（万元）

10000

10000

安徽省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0]7号

2020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今年以来，
新华保险贯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
底线思维意识，根据银保监会关于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和中投公司直管
企业重点风险防控工作要求，扎实
推进各项风控工作。

强化风控意识，
健全风控合规体系

依托银保监会有关偿付能力风
险管理能力的系列规定，新华保险
已建立了涵盖组织架构、制度流程、
风险偏好、管理工具四个方面的全
面风险管理体系框架，覆盖公司面
临的市场、信用、保险、操作、流动
性、声誉、战略七大类风险。通过组
织架构和制度流程的设立，构建了
董事会对风险管理负最终责任、管
理层直接领导，以风险管理机构为
依托，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覆盖
所有业务单位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
体系，并形成了责任明晰的风险管
理三道防线。

2020 年，公司持续开展风险
管理制度的检阅与完善，更新六项
大类风险管理制度。同时根据监
管最新规定及时落实“外规内化”，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渠道风
险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机制，保证公

司各级风险管理要求的一致性和
连续性。

公司相关部门及各分支机构还
通过合规培训与宣导、员工培训考
试及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持续强
化合规与风险意识文化的培养，促
进全系统风控意识的提高。

加强主动管理，
防控重点领域风险

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和内外部环
境评估，及时更新了《2020年风险
偏好陈述书》，调整公司各项风险偏
好、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指标体
系。同时，突出完善风险偏好传导
机制和超限处置机制并强化制度执
行有效性，促进发挥风险偏好体系
在公司经营运作中的作用。

公司各部门在不断完善风险识
别的基础上，加强主动性风险管理，
开展事前风险评估；完善各类风险
应急预案，开展流动性风险应急演
练，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各业务条线结合风险管控工
作具体情况，上半年先后完成案
件风险等多项专项风险排查，开
展重点防护和敏感信息清理等专
项风险治理工作。通过专项自查
和治理工作识别潜在隐患，做好
查漏补缺，并就防范与应对进一

步明确工作要求。

完善内控执行，
优化监测报告体系

公司依据监管检查、内外部审
计和自查发现，组织推进各类内控
缺陷整改，并将整改完成率作为绩
效考核内容，以此促进内控体系的
不断完善和内控执行的有效性。

风险管理部落实《全面风险
管理政策》规定和中投公司季度
风险报告要求，加强与各风险责
任部门的主动性沟通，获取各部
门开展风险管控工作开展情况，
丰富风险监测报告内容，不断提
升风险报告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为管理层提供公司风险管控情况
和风险水平的信息。

今年7月，新华保险通过组织召
开公司高管、驻司董事、总部各部门
负责人、分公司班子成员参会的年
度风控合规工作会，强化各级管理
干部的合规风控第一责任意识，要
求各级要从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的高度，
压紧压实风控合规职责，妥善处理
好业务发展与风控合规的关系，紧
盯关键指标和行业标杆，做好“对标
赶超”，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新华保险）

新华保险扎实推进各项风控工作邮储银行持续助力
稳企业保就业

连日来，邮储银行宣城市分行紧紧围绕“六稳六保”
抓实抓好金融保障，主动对接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缓解企业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安徽泰乐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风电机舱
罩、导流罩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维修的企
业，为扩大生产企业花费 2700 万元购买了一块新的
土地用于厂房建设，导致缺乏资金采购原材料和发放
员工工资，一时之间陷入两难的境地，该行了解情况
后，多次带队上门进行对接、跟进，最终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制定了合适的融资方案，以实际金融行动践行担
当，助力企业共克时艰，仅用10个工作日便完成业务
受理至业务发放的全部流程，及时向企业发放了1000
万元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充
分凸显了“邮储速度”。据统计，截至9月 30日，该行
各项贷款余额达135.46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5.75 亿元，为当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注入了强
有力的金融力量。

另一方面，作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之一，邮储
银行宣城分行在市银监局、人行等监管机构的指导下，
积极与市、县、区各级人社局、财政局合作，大力推进创
业担保贷款工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创业带动
就业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自2012年3月安徽省财政
厅、人社厅、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与邮储银行联合发
文推进创业担保贷款“整贷直发”工作业务以来，累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91亿元，贷款余额1.28亿元。直
接惠及下岗工人、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及退伍军人，间
接带动了2万余人的就业，有效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发
展，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数据来源：邮储银行宣城分行）

停电时间：2020年 10月 30
日 07：00-17：00。停电线路：
10kV向阳 191线#1杆向阳变1
号#19101分段开关后段线路转检修。停电原因: 向阳
191线路改造（1、10kV向阳191线街道三支线#11杆更
换电杆并架线；2、在10kV向阳191线街道三支线#5杆安
装真空开关跳线不连接；3、10kV 向阳 191 线#5 杆与
10kV向阳191线#11杆导线架设，线路陪停；4、10kV向
阳191线#11杆至#16杆更换导线；5、在10kV向阳191线
#16杆至前中李支线#6杆间立杆导线架设，线路陪停；6、
在10kV向阳191线#21杆至麻墩支线#4杆间组立电杆
并架设导线连接；7、10kV向阳191线#21杆至#24杆拔

杆换杆更换导线）。停电区域：宣
州区-向阳镇：安平鸡场专用变、
向阳前中李、安平禽业育种有限

公司专用变、向阳杨村谈郭、宣城市绿缘禽业育种有限责
任公司变、向阳卫生院专用变、向阳街道四、向阳影剧院、
向阳赵村、向阳郭村、向阳潘村、向阳麻墩、永信耐磨材料
厂专用变、永信耐磨材料厂专用变、向阳街道、向阳街道
三、向阳油厂专用变、安平禽业育种有限公司、向阳赵四、
向阳赵一、向阳码口小康村、上海铁路局芜湖车务段专用
变、向阳自来水厂专用变、向阳码口、向阳朱村。

宣城供电公司
2020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