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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玛莉亚”
将吹散梅雨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也随之到来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
天气预报显示，7 月 12 日，受“玛莉亚”影响，
全省平均风力 4～5 级，阵风 8 级左右，关注大
风对高空作业和水运交通的影响。台风过
后，我省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可达 35～37℃，局部超过 38℃。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淮北地
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
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
云到阴天，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随着副高北
抬，我省降水逐步减弱。随着“玛莉亚”的西
进，还很有可能会彻底带走梅雨。12 日，我省
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台风过后，我
省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可达 35℃~37℃，局部超过 38℃。
根据省减灾救灾委紧急部署安排，12 日
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针对台风
可能造成的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各地要严
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组织排
查道路、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加大力
度解决安全隐患，提前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避
险转移和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到户到人，各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要做好物
资调运准备；一旦发生灾害，要迅速派出工作
组深入一线查灾核灾，认真落实各项救助措
施，适时启动救灾应急响应，下拨救灾应急资
金、调运救灾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

□ 相关新闻

省教育厅紧急通知：

台风登陆及影响期间
停止一切师生集体活动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据省气象部门预
报，今年第 8 号台风“玛莉亚”对我省南部将略
有风雨影响。为做好第 8 号台风“玛莉亚”防
范应对工作，省教育厅 7 月 11 日发布台风“玛
莉亚”防范应对工作通知，要求台风登陆及影
响期间停止一切师生集体活动，停止在建工
程施工。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
实加强与当地气象部门的沟通联系，密切关
注、及时掌握台风对当地风情、雨情和汛情的
影响，并根据当地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落
实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防范应对；要在前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的基础
上，对各类校舍、设备和设施进行再排查，特别
是对泡水、浸水、下陷、墙体酥松透水的校舍和
附属设施要进行重点排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

整改到位；要在台风登陆及影响期间停止一切
师生集体活动，停止在建工程施工；要通过有
效途径与学生或家长取得联系，切实做好学生
防溺水安全教育。高校和中职学校还要通过
有效途径及时向暑期在校师生发出台风预警，
宣传台风、洪水防御知识，落实好防汛防台风
各项准备措施，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提前转移
避险，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进一步严肃
值班纪律，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 24 小时值班制
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坚
守工作岗位，加强巡逻巡查，并保持手机 24 小
时开机，确保讯息畅通；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
带班，深入一线。一旦发现汛情、险情和灾情，
要及时组织力量妥善处理并迅速报告。如遇
重大灾情，应做到即发即报，不得延误。

合肥多趟高铁受台风影响停运
长三角铁路暑运 10 天发送旅客突破 2100 万人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 7 月 10 日，长三
角铁路暑运 10 天共发送旅客 2108.6 万人、同
比增加 78.8 万人，日均发送旅客 210.8 万人、同
比增长 3.9%，
今年暑期铁路旅客运输期限自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计 62 天。受全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
运行态势、消费信心进一步提升、暑期旅游市
场火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三角铁路暑运客
流较平时增长明显，部分方向客流火爆。从统
计数据来看，6 月 29 日、30 日两天，长三角铁路
发送旅客为分别为 201.2 万人、218.4 万人，同
比增长 7%以上，这是自今年端午小长假后，日
发送旅客首次突破 200 万人，标志着暑期客流
提前启动。
暑运 10 天来，长三角地区铁路发送旅客超
过 100 万人的城市有上海、杭州、南京、合肥，
超过 50 万人的城市有 8 个，超过 10 万人的城
市有 31 个。发送旅客最多的城市为上海，共发
送 338.15 万人；其次为杭州和南京，分别发送
旅客 226.01 万人、206.5 万人。发送旅客最多
的车站为上海虹桥站，共发送 197.18 万人；其
次为杭州东站，共发送旅客 188.57 万人。客流
同比增长超过 10%的有台州、绍兴东、宜兴、合
肥南、衢州、金华南、永康南、湖州、马鞍山东、

池州、宿州东、泰州、南通、亳州、淮南东等 49
个车站。
“7.1”实施新图以来，沪蓉铁路宁武段最高
时速提高至 250 公里运营，铁路部门同步优化
调整该段线路列车运行图，全程运行时间进一
步压缩。暑运以来，沪蓉铁路宁武段客流大幅
增长，六安、金寨站分别发送旅客 16.79 万人、
3.73 万人，同比增长 11.8%、31.1%；其中金寨站
首开始发动车组列车，有 20 趟动车组列车停
靠办理客运业务，成为安徽省唯一开行始发动
车组列车的县级车站，大大方便了当地旅游、
务工、商务等客流需求，有力助推了大别山革
命老区精准脱贫。
此外，7 月 11 日，受台风“玛莉亚”影响，为
确保旅客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停运部分列车：
合肥直属站停运 33 趟，其中合肥火车站 3 趟、
南站 30 趟。台风期间，铁路部门将根据风速
雨量实际，采取限速、停运、折返、恢复开行等
措 施 ，动 态 调 整 列 车 开 行 方 案 ，确 保 出 行 安
全。停运列车车次及时间，请以车站公告为
准 ，若 有 疑 问 可 致 电 铁 路 客 服 热 线
021-12306。温馨提示：未取纸质车票的旅客
30 日内可以在 12306 网上退票；已取纸质车票
的旅客 30 日内可以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
人工窗口退票。

省直医保肾透析治疗
试行按病种付费
星报讯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获悉,省直基本
医疗保险肾透析门诊治疗将试行按病种付费，实行新
的付费方式后，
患者自费比例将不超过总费用的 3%。
肾透析门诊治疗按病种付费的费用，包括肾透析
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治疗费、
药品费、
透析液、
透析管(器)
等各种医疗费用，治疗期间各种必要的检查、检验费
用，
以及治疗期间各种相关并发症治疗药品费等。
在医院与患者间的费用结算上，
患者根据不同等级
定点医疗机构个人支付比例标准支付，
其余部分从医保
中心每月给医院的预拨基金中支付，年终按规定清算。
按照要求，
各定点医疗机构在治疗过程中需合理控制患
者的自费费用，
自费比例不得超过总费用的3%。
据悉，各定点医疗机构均将建立相应的个人费用
台账，完善门诊病历，有条件的还将探索门诊电子病
历在按病种付费中的运用，逐步建立肾透析门诊治疗
临床路径。

我省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日前，省政府出台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实施方案。据悉，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基本目标是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
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促进建立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据介绍，方案重点破解 4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破
解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通过划转我
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国有股权充
实社保基金，有利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缺口。二是破解企业国有股权重复划转问题，明确划
转主要针对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已完成公司制改革
的，直接划转企业集团股权；企业集团未完成公司制
改革的，抓紧推进改革，改制后按要求划转企业集团
股权；同时，探索划转未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企业集团
所属一级子公司股权。三是破解层层设立承接主体
的问题，明确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为我省承
接主体，市、县不再设立承接主体，避免了市、县层层
设立承接主体重复、低效的问题。四是破解市县积极
性不高的问题，我省划转的国有股权收益将与社保基
金省级统筹要求结合，将促进社保基金全省“一盘
棋”，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市县积极性。

我省公路客运
从断崖式的下降到趋于平稳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运管局获悉，今
年上半年，我省道路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主要指标稳
中向好，公路客运趋于平稳，旅游客运快速发展，公路
货运持续增长。
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实物量指标的公路货运量，受
宏观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及季节性因素等
影响，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公路
货运量 13.3 亿吨、货物周转量 2528.1 亿吨公里，同比
增长 4.0%和 4.1%。货运平均运距 189.9 公里，基本
与去年同期持平。
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公路旅客运输量 2.6 亿人
次、旅客周转量 188.0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11.8%和
9.6%（去年同期降幅分别为 19.5%和 20.4%），降幅与
去年同期相比明显收窄。降幅收窄的原因，主要是随
着高铁客流的日趋稳定，高铁对公路客运的冲击从断
崖式的下降到趋于平稳。
虽然客运站场发送旅客持续下降，上半年 101 个
重点联系客运站累计发送旅客 3559.2 万人次，完成
客 票 收 入 12.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0.0% 和 9.3% 。
但旅游客运增长明显，上半年我省重点联系旅游企业
累计完成旅游客运量 63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