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
@ 合肥停车费新标准最快4月份出台

升降式停车场将现身市内
星报讯（周蓓蓓 星级记者 王玉）

合肥停车费新标准集中征集意见时间已

经结束。按照程序，新标准还将通过价格

审查会审核，方可确定最终方案。预计，

4月中旬停车费标准有望拟定出台。但

具体执行日期，预计要到5月份开始。据

悉，新标准出台后，合肥还将增加升降式

停车场，来缓解停车难问题。

《合肥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及收费标准》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程

序，目前已经结束。结合星报读者电话、

邮件和合肥物价局收到的建议，此次停车

费新标准征集，共有200多个电话和十多

封邮件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征集意见结束，是否就意味着新标准

将要开始执行？据合肥市物价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物价部门将对收集来

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如果建议

和意见是合理的，将被吸收采纳。

为了保证出台后的新标准是百姓满

意的标准，物价部门还将把收费标准，送

到合肥市人大或者政协等相关单位，还要

再经过物价局通过后，才能正式确定。

据介绍，“新标准最快也要到4月中

旬出台。出台新标准后，停车收费系统还

要更新，停车收费的指示牌还要进行更

换，预计百姓真正能够实行新标准的时

间，还要到5月份。”

此次征集意见中，还有不少百姓提

出要大力扩大停车场，增加停车位。合肥

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合肥已经计

划在市内增加升降式停车场，调研工作已

经开始。”

据悉，合肥市内能够设立大型停车场

的位置很难找。升降式停车场可以在节约

场地的情况下，尽量增多点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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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美好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旅游、

丰富文化生活”为主题的宣酒情—合肥·长

丰·陶楼第七届桃花节暨美好乡村建设招商

引资推介会将于3月24日在长丰县陶楼乡新

丰桃花园隆重开幕。

本届“宣酒情”合肥长丰陶楼第七届桃花节

活动时间为3月24日至4月10日，为期18天。

活动内容有桃花节开幕式，陶楼乡美好乡村建

设招商引资推介会，陶楼地方特色民俗文化演

出，特色农产品展销，“桃花园、桃花缘”省直机

关青年联谊，“赏桃花景、拍合家福、构和春图”

性别平等宣传，“赏桃花、摘草莓、吃土菜、享垂

钓、游龙门、逛非遗园”休闲娱乐等活动，让广大

市民在阳春三月踏青访绿，尽享春天的气息。

开幕式当天，还将举行合肥市桃花邮集首发式。

据了解，本届桃花节得到了宣酒集团的

大力支持，届时青山、红桃、美酒、盛景，将为

广大市民奉献一场文化盛宴。

链接 合肥市市民可以通过乘坐公交和

自驾两条线路前来踏青赏花：

一.合肥市内公交线路

46路公交车市府广场站(起点站)→阜阳

北路→双凤大道→鹤翔湖路站牌(下车向前约

200米乘坐陶楼桃花节交通车)。

二.自驾游线路

1.上合肥绕城高速北双墩出口下或从阜

阳北路到北城区、蒙城北路往夏店-高塘-陶

楼新丰方向约18公里可到；

2.上合淮阜高速到杨庙出口下，右拐上杨

(庙)下(塘)公路直行约4公里至新集右拐过新

丰大桥即到；

3.从合水路下塘镇、206国道杨庙镇上

杨(庙)下(塘)公路至新集向南拐过新丰大桥

即到。

3月24日，“宣酒情”绽放陶楼桃花节
亲，赏桃花本报为你划定线路图

马鞍山农民“腰包”最鼓
在安徽，马鞍山的农民最有“钱

途”。记者昨从省统计局获悉，去年，

我省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为7161元。

从分区域看，皖南农民比皖北农民有

钱，其中，马鞍山的农民年收入达到

10920元，这是我省农民收入唯一过

万元的地市。马鞍山、铜陵、芜湖、黄

山、合肥、宣城、滁州、池州、淮南、蚌

埠和淮北11个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超

过全省平均水平。 记者 董艳芬

抢了40元，判了4年刑
黑龙江人汪某于去年10月20日

晚，行至宁国市区某路段时，见女子张

某独行，便想抢钱当路费回老家。于

是他掐住张某颈部，将其按倒在地并

拳打脚踢，强行抢走提包后逃离现

场。张某紧追并呼救，闻讯追赶的群

众当场将汪某抓获。被抢包里仅有40

余元钱，汪某被宁国市人民法院以抢

劫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2000元。高银 记者 曹开发

全家传销，母女相继入狱
为赚大钱，女儿张某被母亲朱某

拉入传销组织，并疯狂发展下线达40

余人，涉案金额一百余万元。近日，

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对张某以涉

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批准逮

捕，而朱某也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被判刑。 邹妍 记者 张发平

骗色不成艳照敲诈被判刑
通过QQ聊天，合肥男子张某和

淮北女子任某认识后，两人相约在淮

北某宾馆见面，张某欲与任某发生性

关系遭到拒绝，便故意拍二人亲昵艳

照，向其敲诈勒索15000元。任某报

案，张某被擒获，日前，经淮北市相山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张某因涉嫌敲诈

勒索罪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二万元。 姜米粒 记者 志强

两车相撞一婴儿当场死亡
3月 20日中午12时许，一辆由

霍山诸佛庵往六安方向行驶的中巴

车，在行驶到霍山三尖铺路段时，与

拉沙车相撞，事故现场非常惨烈，事

故导致中巴车内两人当场死亡，其中

有一死者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据民

警介绍，昨日，由于一直雾雨蒙蒙，影

响行车视线，加上道路湿滑，车辆在

交汇时采取措施不当，导致事故的发

生。 记者 李世宏

校园大盗偷车被抓现行
3月18日上午9时左右，当涂人

何某正在合肥市黄山路上一所高校

行窃，被发现时，他正在停车棚里捣

鼓一辆红色的折叠自行车，但被辖区

巡逻民警抓个正着。据调查，何某

40多岁，有过两次前科，都是因为偷

盗，现在专门在学校里流窜，专偷自

行 车 。 目 前 何 某 已 经 被 治 安 拘

留。 记者 祁琳

男子一觉后再也没“醒”
昨日上午7时许，省城亳州路一

老旧居民楼中，38岁的范师傅躺在床

上再也没起来。后经120医生检查发

现，范师傅已无生命体征。据悉，范师

傅生前体型较胖，身体不佳。经检查

发现，死者身上并无明显外伤，排除案

件可能，初步判断可能系呼吸不畅窒

息身亡。 星级记者 张敏

拐卖4名妇女获刑7年
李某在云南做生意，生意淡季

时，他打起了拐卖外籍妇女的主意。

李某伙同几名缅甸籍男子，以帮找婆

家为由，先后将4名缅甸籍妇女拐骗

至利辛县，分别转卖给当地人为妻，

获利3万余元。近日，经利辛县检察

院提起公诉，该县法院以拐卖妇女罪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

万元。 李检飞 刘林 记者 任杰

明日肥东县政府
接听12345

明日下午3至5时，肥东县政府

负责人携店埠镇、撮镇镇、县城市（行

政执法）管理局、县环保局、县行政服

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提升

服务水平，打造幸福肥东”专题接听

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市民来电。欢

迎市民就肥东县境内的相关问题进

行咨询、投诉，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 马冰璐

池州到上海开通直达列车
昨日上午 9：25，池州至上海

T7608/T7607次特快旅客列车准点从

池州火车站发车。今后，池州、铜陵等皖

江城市居民将可坐火车直达上海。据了

解，池州到上海的T7608次列车，运行

时间为：9：25，池州站始发，途经铜陵、芜

湖、马鞍山、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站，下午 16：32 到达终点站上海。

T7607次列车则于上海23：30始发，早

上6：55到达池州。全程票价为123元

（软座）。朱晓洁 记者 王玉 何良海

近日这些地方停电
昨日，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获

悉，3月25日6：30～17：00桐城南路

等地区部分用户停电。3月 25～26

日每天5：00～20：00蒙城北路等地

区部分用户停电。 张薇 记者李尚辉

植物园举行森林日活动
3月 21 日是世界森林日，今日

下午13：30 ，合肥植物园将举行“世

界森林日”科普教育活动。据介绍，

活动内容包括：世界森林日知识展

示和志愿者服务台等。同时主办方

还将邀请10名游园的小朋友参观合

肥植物园生物标本馆，科普导游为

其讲解植物标本、昆虫标本的制作，

认知合肥地区常见乡土植物。

宇胜 记者 赵莉

2所本科高等学校改名
3月20日，教育部公示了2013年

新设置高等学校和经过筹建“去筹”正

式设立高等学校的名单，全国新增20

所本科高校。另外，还有17所高校名

称更改，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要注意，其

中，安徽中医学院更名为安徽中医药

大学，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更名为安徽

建筑大学。 杜维薇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凤阳山获批国家地质公园
日前，凤阳县凤阳山正式被国土

资源部批复命名为安徽凤阳山国家地

质公园。 凤阳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凤

阳县南部，总面积达55平方公里，是以

观赏湖光山色、溶洞奇观、迷谷殊景，

凭吊遗迹遗址，开展水上游乐、森林度

假等内容为主的风景区。近年来，凤

阳县以狼巷迷谷、韭山洞和卧牛湖为

主体，对园区进行整体提升和地质遗

迹保护。 马顺龙 韩延龙 记者 胡昊

795户水库居民将迁居
昨日上午，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

乡董铺和大房郢水库整治项目搬迁交

房工作正式启动。该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搬迁涉及陈龙、三十岗、风景、东瞿

四个村795户 2000余人。为做好安

置工作，该乡在安排好群众临时过渡

租房的同时，将新建三十岗集镇安置

点。该项目的实施对保障合肥市用水

安全，特别对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意

义重大。 王领 余挺生 记者 徐涛

陈万霞当选十大新闻人物
昨日，“合肥十大新闻人物”颁奖

典礼在合肥广电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获奖的十位新闻人物全部揭晓。周传

金、陈万霞、李佳銮、桑仁青、金际银、

张静兰、张俊青、A型血互助团、钱锦、

苏世珍，十位获奖者用他们平凡的举

动，感动了所有人。获奖者陈万霞是

星报率先报道的人物。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