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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图说 TTU SHUOU SHUO

近日，成双结对的青脚鹬云

集在碧波荡漾的安徽黄山新安

江的水面上，它们时而掠水飞

过，时而空中“比武”，时而觅食

嬉戏，各亮绝技，宛如“侠客过

招”，令人感叹。青脚鹬在中国

主要为旅鸟和冬候鸟，已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00

年8月1日列入中国国家林业局

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 ▋中新

时政 SHI ZHENG

合肥新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明年1月6日召开

12 月 5 日，记者从合肥市第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上获悉，合肥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 2018
年1月6日～11日举行，会期六天。

会议建议议程有九项：听取和审议合
肥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合肥
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合肥市 2017 年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 2018 年市级预算；听取和审议合
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选举合肥市出席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合肥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
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通过合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
员名单。 ▋星级记者刘海泉

星报讯（星级记者 刘海泉） 12月5日，在
合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上，合
肥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韩冰向大会报告了合肥
市2016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共查出 182 个问题，收
缴、调整资金 41759 万元，并对 21 名相关责任
人进行了问责。

据报告，2016年审计共反映查出182个问
题，目前全部得到了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正
陆续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此次整改共收缴、
调整资金 41759.05 万元，出台和完善制度 45
项，并对 21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问责
涉及到合肥市地税局、巢湖经济开发区、合肥
高新区、合肥新站区、合肥经开区等多家单位。

其中，在巢湖经济开发区发现的问题包括
半汤街道房屋拆除工程共计 11 项，其中半汤
街道汤山徐村被征收房屋拆除工程、半汤街道
西山区域内被征收房屋安全拆除工程等六项
未进行招投标。处理结果为：半汤街道未进行
招投标的 6 项拆除工程，其中投资公司实施的
2 个项目的 2 名责任人 2016 年已移送司法机
关，2017 年判决后被开除党籍: 4 个项目由半

汤街道“大建办”组织实施，半汤街道纪工委已
对大建办主任余荣保进行“红脸出汗”谈话。

对高新区审计发现，社会事业局教师培训
服务、绿化养护项目 128.14 万元，梦园小学 11
个小额零星工程 18.74 万元，均未实行政府采
购。针对这一问题，目前社会事业局纪委对教
师培训主管人员、社会事业局教育处长郑德
铸、培训经办人黄邦宁分别进行了“红脸出汗”
谈话。

对新站区审计过程中发现，磨店社区2016
年共有拆迁项目 13 个，均未进行招投标，且部
分拆迁残值未按合同收取。针对该问题，新站
区纪工委对磨店社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思峰进
行了“红脸出汗”谈话。

在对经开区进行审计时发现，经开区高刘
小学 2016 年收取附属幼儿园保育费 95.66 万
元，存入经办人员个人账户后，未按规定及时上
缴财政，滞留时间较长。经处理，经开区社会发
展局对高刘小学附属幼儿园的违规行为在会上
进行了批评，对高刘小学校长付世平、副校长李
成宏、办公室主任吴化国、附属幼儿园院长张俊
和等四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诫勉谈话。

合肥去年审计
对21人进行了问责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启动工程设计

12 月 5 日上午，“中国聚变工程实验
堆集成工程设计研究”（CFETR 集成工程

设计研究）项目启动会在合肥举行，宣布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正式开始
工程设计，中国核聚变研究由此开启新的
路线图。

聚变能源由于资源丰富和近无污染，
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理想能源，被认为是
最有希望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之
一。以实现聚变能源为目标的中国聚变工
程实验堆是我国聚变能研发必不可少的一
环，直接瞄准未来聚变能的开发和应用，将
建成世界首个聚变实验电站。该工程将是
我国自主设计和研制、以我国为主联合国
际合作的重大科学工程。

据介绍，CFETR集成工程设计研究的
启动，也将为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项目提供设计和建设基础，进而推动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科学领域和核能
创新平台的快速建设。 ▋记者 于彩丽

继 2015 年推出淮南至合肥“空巴通”产品
后，东航在安徽境内的第二个“空巴通”产品——
蚌埠至合肥“空巴通”，将于本月18日正式上线。

“机票+车票”的一站式购买模式将为蚌埠
市民衔接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港的东航航班
提供更多的便利。蚌埠市民只需购买东航合
肥出港机票，就能免费乘坐蚌埠至合肥新桥国
际机场的巴士，体验方便快捷的空地联运服
务。高频率巴士班次与东航航班可以实现无
缝衔接，方便蚌埠市民衔接东航从合肥新桥国

际机场出港的北京、上海、广州、昆明、西安、成
都、重庆等航班。

目前，蚌埠至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的巴士运
输航段总共有4个班次
班次号 始发站 到达站 出发时间到达时间
MU6182B 蚌埠 合肥 06:10 08:10
MU6184B 蚌埠 合肥 08:40 10:40
MU6186B 蚌埠 合肥 11:40 13:40
MU6188B 蚌埠 合肥 13:00 15:00

▋杨帅 黄志强 记者 祝亮

交通 JIAO TONG

东航免费“空巴通”落户蚌埠 实现蚌埠至合肥空地联运

项目 XIANG MU

合肥地铁2号线今日启动市民试乘

随着合肥轨道交通2号线的顺利完工，合肥
即将迎来轨道“十字”换乘时代。为让广大市民
提前熟悉、了解轨道交通2号线及安全乘车相关
知识，及时收集乘客对2号线开通运营的各类意
见、建议，合肥市轨道公司将于12月6日至12月
10 日（每日 7：30～20：00）开展轨道交通 2 号线
试乘体验活动。

据悉，2 号线全长 27.76 公里，西起南岗站，
东至三十埠站。2号线正式开通后，运行的会比
1 号线稍微快一点点。目前来看，2 号线列车开
通之后，每个站点停靠上下车，跑完全程大约需
要52~55分钟。 ▋记者 祝亮

地铁 DI TIE

合肥再添600辆共享汽车

国内共享汽车EVCARD在合肥又有大
动作了，大批最新定制版 iEV6E 已陆续上
线。记者获悉，即日起，将有600辆最新款
EVCARD 在街头供大家使用，加上之前入
驻合肥时投放市面的300辆共享汽车，EV-
CARD 已成为合肥市面拥有车辆最多的共
享汽车品牌。作为一款纯电动微型车，EV-
CARD定制版iEV6E内饰采用了深色为主
色调，其中控台造型设计错落有致，并在局
部融入了缝线处理，外观流畅，内饰出众，在
白色的车身加印 EVCARD 绿色 logo，非常
清新。 ▋实习生黎芊芊记者董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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