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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第 2 号）有关规定，省物价局定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安徽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
标准调整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年3月23日上午8:30
地点：皖能大厦（合肥包河区马鞍山路99号）
二、听证方案要点
（一）调整范围。我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

标准。
（二）专业分类。分为文科类、理科类、医学类

和艺术类。
（三）拟调整学费标准
1.学院类：文科类专业4300元/生·学年、理科

类专业 4700 元/生·学年、医学类专业 5000 元/
生·学年。

2.大学类：文科类专业4600元/生·学年、理科
类专业 5000 元/生·学年、医学类专业 5300 元/
生·学年。

3.艺术类专业：8000元/生·学年（不再上浮）。
4.赋予高校一定的收费自主权。高校可以

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等情况，自主决定不超
过全部专业数 25%的优势专业，执行学费标准
上浮不超过 10%政策。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
的学科专业学费标准可以在基本学费标准基础

上浮不超过 20%。
（四）执行时间、范围。按照“新生新办法、老生

老办法”，从2018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执行，在校老
生仍按原规定执行。执行范围为我省行政区域内所
有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三、听证会参加人名单
（一）消费者（正式8人）
合肥市黄小龙、张燕（女）、鲁永久、刘晨光、汪

正存，淮北市张秋雨，铜陵市施鲍中，淮南市洪
昊。候补2人为合肥市谢文蕾（女）、谢伟。

（二）高校和利益相关方
合肥工业大学祝元法，安徽大学赵劲松，皖南

医学院王成斌，安徽新华学院陈宁（女）。
（三）专家学者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吴豹，省社科院程惠英

（女），省经济研究院 夏兴萍（女）。
（四）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
安徽中医药大学戴敏（女），省图书馆王建涛，

省法制办疏华茂，省科技厅薛军（女），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罗勇。

四、听证人名单
省物价局彭守荣，省教育厅张庚家，省财政厅

孙荣春。
安徽省物价局

2018年3月8日

公 告

【公司介绍】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泊”），前合肥
市保安停车场经营服务公司，为合肥保安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9月，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合肥城泊
主要经营业务是道路停车管理和服务，
因发展需要，现向社会公开诚聘：

合肥市道路泊位管理员：200人
报名条件：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吃

苦耐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男性58周岁
以下，女性55周岁以下；

工作地点和时间：合肥道路停
车泊位，根据住址就近安排岗位；每
人每天上半天班，两人上下午对倒班，

上午7:30~13:00，下午13:00~19:00；
工资福利待遇：月工资2000-4000

元，依法为员工办理社保五险，提供夏季
高温津贴、冬季防寒津贴及员工关爱津
贴等福利；

乘车路线：乘 4、5、14、46、109、
117、121、129、166、136、快1、快4、快
5、K3路公交车到“市府广场”站下

报名时间：3 月 5 日、3 月 11 日
8:00~16:00

报名地点：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260
号（市府广场公交车BRT站台斜对面）

咨询电话：0551-65111421，
62875215

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企）
春季大型专场招聘会

星报讯（柏松 记者 吴传贤）2月28日，国
务院关于同意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
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批复已正式下
发，并要求安徽省积极探索和完善促进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生态体系，努力提升淮南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水平，为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批复指出，同意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名为淮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现行的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升级后规划面积 5.64 平方公里，由两个
区块组成。区块一规划面积 5.15 平方公里，
四至范围：东至淮河大道，南至泰丰大街，西至
高压走廊，北至春申大街；区块二规划面积
0.49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李园路，南至
102 省道，西至新淮排洪渠，北至规划南纬一
路。各区块的界址点坐标由科技部、国土资源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发布。

该批复强调，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布
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特色鲜明、规模适
度、配套完善的要求，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
产业提质增效，努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成为抢占
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同时要求，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必须
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按规定程序履行具体用地报批手续；必须依法
供地，以产业用地为主，严禁房地产开发，合
理、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和县法院首例“组织考试作弊罪”公开宣判
近日，和县法院审理的首例组织考试作弊罪公

开宣判。朱某系江苏省无锡市某驾校教练员，2017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朱某利用无线传播设备在和县
先后帮助多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一、科目三考试
中作弊，并从中牟利。2017 年 10 月中旬，朱某再次
帮助他人作弊时被当场发现。法院经过审理，依法
判处朱某拘役刑 4 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同时没收
其违法所得。 ▋黄婷婷 张发平

民警雨夜找回1.4万元报名费
3月1日晚，一姓王的中年女子跑进巢湖市城北派

出所接警大厅，称其用于报名的1.4万元丢失。王某是
一名会计，当天她将 1.4 万元报名费放在一只公文包
里。“跑了好多地方，包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的，实在
想不起来。通过“天网”视频系统，民警对王某当天的活

动轨迹进行了调查。王某恍然大悟，可能是与朋友聚餐
时，将包丢在饭店里。最终，民警带领王某到该饭店，找
到丢失的1.4万元的报名费。 ▋杨祖友张发平

只因孩子吵闹 爸爸抱着娃开车
3月6日早上，驾驶人李某正准备开车送年仅3岁

的儿子上幼儿园。孩子总是哭闹，李某竟然单手将儿
子抱在怀里，还单手开车，被马鞍山市交警支队秀山
大队民警拦下。民警开车将父子俩送至了附近的幼
儿园后，再对李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唐凯

巢湖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
近日，巢湖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系列活动。该局共组织 78 名志愿者，开展了 6 次
文明劝导、景区卫生清理、关怀孤寡老人的志愿服务
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和弘扬雷锋精神。 ▋金姗姗

任性违停 高科技让你无处遁形
含山县交警部门采用高科技手段抓拍违法停车，让任

性违停无处遁形。交警部门启用道路街面球机及探头设
备，抓拍禁止停车的主干道上违法停车行为，该设备会自动
记录下违停车辆的车牌号、时间、地点等信息，上传至交警
大队后台系统，给予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芮训凤

无证驾驶报废车闯卡被查
3月7日，驾驶人杨某没有取得驾驶资格证，就驾

驶一辆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并强行闯卡，被马鞍山交
警楚江大队民警在天门大道拦截。据了解，驾驶人杨
某因送爱人到医院看病，就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半路
看到交警查车，因害怕被查到就强行闯卡，没有想到
还是被交警拦截。民警对杨某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
评，暂扣其车辆，下一步将对该车进行强制报废。因
无证驾驶报废车，杨某将面临严厉处罚。 ▋胡志斌

星报讯（记者 祝亮）市 场 星 报、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轨道
公司获悉，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的运营时间也初步确
定为明年底，初期拟配车辆45列。

与此同时，该市地铁很快将推出“雷锋号”主题列
车，传播“雷锋”的温暖。

继“包公”、“大湖名城”等主题列车亮相后，合肥轨
道公司很快将推出“雷锋号”主题列车。据介绍，为进一
步弘扬雷锋精神，近日，2018年安徽省暨合肥市学雷锋
志愿服务主题月四季行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火车
站站前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围绕“弘扬雷锋精神·打造

好人安徽”总主题，按照时间节点精心设计月主题。
按照活动要求，合肥轨道交通即将推出”雷锋号”

主题列车。目前，“雷锋号”主题列车已经进入设计阶
段，待正式上线后，广大市民在乘坐合肥轨道交通时，
有望与“雷锋号”主题列车不期而遇。

根据最新施工进展，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已有28
座地下车站和3座高架车站建成，全线56条单线隧道
已有 24 条贯通，近 6 成隧道已建成；4 号线有 14 座车
站正在围护桩施工，14 座车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5
号线有 11 座车站正在围护桩施工，23 座车站进入主
体结构施工，全线33台盾构机已有4台盾构机下井；1

号线三期工程正在配合辖区相关部门进行绿化移植。
据悉，3 号线标志色为淡绿色，南起方兴大道站，

北至相城路站，线路全长 37.2 千米，北段采用高架敷
设，高架线路长4.23公里，其余均为地下线，地下线长
32.97 公里，设两处换乘停车场，共设 33 座车站。按
照工期安排，3号线今年实现洞通，明年上半年实现轨
通，明年 7 月开始空载试运行，预计明年底全线建成
投入运营。在车辆配置方面，3号线初期拟配车辆45
列，行车间隔初期为 3.75 分钟；高峰小时开行列车初
期 16 对、近期 24 对、远期 27 对；首列车计划在 2018
年10月达到磨店车辆段。

埇桥区法院多措并举倾力助春耕
春节过后，宿州市埇桥区法院结合涉农案件多发的实

际，多措并举倾力服务春耕生产。据了解，春节过后上班
第一天，该院组织法官深入农村走访，及时排查在春耕生
产中涉及林地或土地侵权纠纷、农作物损害赔偿等威胁农
民利益的各类隐患纠纷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对涉农纠
纷案件当即立案、及时审理、快速执行，提供“一站式”服
务，以公正高效的审判活动服务春耕生产。

该院还选派法官在11个巡回审理点对涉农纠纷案件
开展巡回审判。重点对土地承包、销售假冒伪劣农产品等
纠纷案件，就地开庭、及时调解。 并开展普法宣传，该院
派出干警 40 余人次深入全区乡村，发放涉农法律法规宣
传资料近 10000 份，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470 余次，引导农民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升了
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为春耕生产提供稳定
的社会环境，确保农民群众安心备耕春播。 ▋夏长征

淮南高新区升级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合肥地铁3号线初步确定明年底运营

合肥林业和园林局、旅发委接听12345
星报讯（记者马冰璐） 3月9日（星期五）15:00至16:

00，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同志携相
关处室负责人,分别就“园林绿化专项整治”和“旅游咨询与
投诉热点解答”专题，接听 12345 政府服务直通车市民来
电。届时欢迎广大市民来电咨询、投诉，提出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