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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合肥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项目B地块

严店镇北园路与振兴大道交口西南侧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魏工

1373925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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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项目B地块周边及相关利害人：

合肥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项目B地块位于严店乡北

园路与振兴大道交口西南侧，建设单位为合肥百大肥西农

产品物流园有限责任公司。因物流园停车防晒防雨需求，

现建设单位申请增建停车大棚。经研究，原则同意该项目

规划方案变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于城

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要求，现予以公示，周边及相关利

害人如对此规划方案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7个工作日内以

书面形式和我局联系。我局将在公示期满后综合分析有关

单位和住户意见，并上报相关会议审查通过后按有关技术

规划和规定给予办理规划变更手续。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

登录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地点

（严店镇北园路与振兴大道交口）查看公示牌附图。

咨询电话：0551-68232901 监督电话：0551-68829020

书面反馈意见邮寄地地址：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政策法

规和执法督查科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举报监督电话：0551-68829020 咨询电话：0551-68232901 规划公告尺寸以标为准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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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孙春旺 记者 徐越蔷） 记

者从宿松警方获悉，近日，宿松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成功打掉一个流窜皖鄂赣

三省七地以“拉车门”方式盗窃车内财

物的犯罪团伙，破案100余起。目前，该

团伙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

1月28日上午，宿松县公安局110指

挥中心接到居民王某报警，称其轿车内

价值4000元的香烟被盗。刑侦大队民警

通过勘查轿车，未发现车门有被撬痕迹，

并初步确认犯罪分子是在王某轿车车门

未予关上的情况下伺机作案。通过调取

案发现场附近监控录像，民警发现作案

者为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其骑共享单

车作案后，径直往湖北黄梅县方向逃窜。

结合该案的作案时间、手段，与近年

来宿松县发生的多起“拉车门”盗窃车内

财物案件进行串并，民警发现作案人员

为同一伙人，并最终确定湖北黄梅刘某、

商某、柳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月 28日晚，专案组在黄梅警方的

配合下，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又顺藤

摸瓜，先后在湖北武汉、广东广州将其同

伙商某、柳某抓获，在湖北黄梅将销赃人

员俞某抓获。

经查，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

间，犯罪嫌疑人刘某、商某、柳某多次窜

至安徽、湖北、江西等地，采用“拉车门”

方式，对车主未予关上车门的轿车实施

作案，共作案100余起，其中在宿松县作

案50起，涉案价值80余万元。

“拉车门”盗窃团伙宿松落网

3月16日，第28届中国·砀山梨花节

新闻发布会在该县政府会议中心举行。

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期一个月的第

28届中国·砀山梨花节将在砀山县近百

万亩果园里举行，共有19项活动，其中3

月24日在砀山县梨花广场举行开幕式。

今年砀山梨花节的主题是“千年古

砀郡 一城梨花香”，共有文化、体育、商

贸、论坛等19项活动，包括梨园直播创

业大赛、酥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论

坛、电商发展论坛、国际马术耐力锦标

赛、梨园马拉松赛、环江淮自行车骑行

游、梨园民俗表演、“唢呐声声梨花开”

非遗传承展演、皖苏鲁豫《梨园情》戏曲

展演、梨花里集体婚礼、中国书法大厦

藏品展、“食在梨都”特色美食、非遗手

创精品及民间藏品展销、招商推介会及

集体签约、杭州西湖区文旅产业对接、

新砀中开工仪式等。

砀山举办春季梨花节和秋季采梨

节，促进全县休闲旅游产业发展驶入“快

车道”。2015年，砀山梨花节获评“中国

特色生态旅游节庆奖”，砀山荣获“中国

最美生态宜居旅游名县”称号。2016年，

砀山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2017年，砀山梨花节被安徽省

旅游发展委评为“全省旅游创意营销一

等奖”，被安徽省农委评为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十佳特色农业节庆活动”。2020

年，砀山梨树王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并入选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园。 李艳龙

砀山梨花节19项活动精彩纷呈

3 月 15 日，园林

工人在合肥市环城公

园西山景区、黑池坝

景区进行绿化补植、

浇水工作、科学修剪

等工作。自进入春季

以来，合肥市蜀山区

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抢

抓时节，全面开启春

季绿化养护工作。

汪青青 赵扬

季云冈 记者 黄洋洋

星报讯（季晓婧 温玮雯 记者 王珊

珊）“多家分店一次性完成了户外活动

审查，整个流程既方便又快捷，到现场仅

十几分钟就办理好了！”日前，在合肥市

庐阳区市民中心综合窗口，正在办理户

外商业活动审查的商户告诉记者。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庐阳区城管

局在合肥市率先实施连锁企业户外商业

活动“打包审查”新模式。庐阳区城管局

行政许可科科长葛崔崔介绍，过去，连锁

企业申报举办户外商业活动占用室外场

地事项，需要按照一店一套材料的办理

模式，存在多次申报、重复现场核查、时

间成本高等难点、堵点。优化流程后，针

对连锁店，可以由总店统一汇总、集中申

报，且仅需提交一套申请材料，大幅减少

企业申报材料数量。

“企业可以先通过线上的方式，统一

汇总各分店活动设置需求，制成预活动

申请表，发送电子版至窗口微信，由窗口

工作人员统一汇报至下一流程。”葛崔崔

表示，在接到总店集中申报的情况后，城

管部门会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符合受

理条件的，由单位内部流转，形成统一受

理、内部流转、集中办理、统一出件的办

理模式。

合肥首推连锁企业户外活动“打包审查”制

星报讯（赵明 记者 祝亮 文/图）

“公交车开到了厂门口，今后上下班方

便多了！园区真为我们办了件实事、好

事！”3月15日傍晚，看到从远处缓缓驶

来的园区“M501”路公交车，安徽大恒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王女士心情格

外舒畅。“王女士告诉笔者，她家住在滨

湖新区，过去上下班开车路上要一个多

小时，现在地铁5号线开通途经园区，

为她的上下班出行带来了便利。可是

最近的地铁口离企业也有3公里的路

程。有时候找共享单车并不容易，如今

有了公交环线，可以直接到达地铁口，

让出行不是难事了。

近年来，合肥市庐阳经开区依托庐

阳大数据产业园、中科大校友创新园、

工投创智天地等园中园平台，越来越多

的员工进入园区工作，交通、住宿等配

套设施就成了企业最关注的问题。

庐阳经开区在走访企业过程中获

知企业诉求后，由营商办牵头，第一时

间主动登门走访相关园中园企业，了解

员工居住地、企业的班次运转等情况，

主动拜访公交公司，与公交公司线路规

划人员做好对接协调，陪同线路规划人

员对企业集中路段沿线进行现场勘查，

确定公交线路走向。

“从反映诉求到公交开通，只用了

不到1个月的时间，为我们企业新一年

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让我们切

实感受到了园区服务企业的诚意和决

心。”安徽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主管章玲说。

据悉，此次开通的园区公交环线有

2条，分别是M501、M502路。

优化公交线路，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米

星报讯（记者 王珊珊） 日前，合肥

轨道集团官网发布《合肥市低运量轨道

交通建设规划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和《合肥市低运量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环

评公众意见征询》，即对合肥低运量轨道

交通L1线的建设规划环境保护方面进行

意见征询和公示，主要包括对城市生态

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对沿线区域声、生

态、水等环境要素的影响。

据公示内容，合肥市低运量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共规划低运量轨道交通1条

线路：L1线，起自地铁1号线天水路站，

沿天水路—九顶山路—淮海大道—铜陵

北路—东方大道—大众路—通济路走

行，止于少荃湖北部高车路站。全长约

17.8km，设站17座，串联了淮合社区、168

中学、安医大四附院、京东方医院、少荃

湖等客流集散点。与在建地铁1号线天

水路站、现状地铁4号线安医大四附院站

和综保区站换乘。全线以高架敷设为

主，采用导轨式胶轮系统车辆，列车最高

设计运行速度为80km/h。全线设车辆段

一座，规划选址位于九顶山路与淮海大

道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据悉，按照运载客流量大小，轨道交通

一般可分为高运量、大运量、中运量和低运

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建设城轨

的目光放在了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上。

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介于常规公交与

中运量轨道之间，主要为城市短距离出行

和机场、产业园区等区域出行服务，单向客

运能力一般为每小时小于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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