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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安徽省城市地价数据“出炉”

全省商、住地价环比增速较上季度微升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发
布《2022 年第一季度安徽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报
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
全省商服、住宅用地地价环比增速
较上季微升，
各用途用地地价同比增速较上季略降。
数据显示，
从环比看，
一季度全省监测城市总体地价
增速为 0.16%，
较上季度上升了 0.34 个百分点。分用途
看，全省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地价环比增速依次为
0.36% 、0.14% 、0.00% ，较 上 季 度 分 别 上 升 0.13、
0.38、
-0.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
一季度全省综合、
商服、
住宅、工业用地地价同比增速分别为 2.51%、1.20%、
2.74%、-0.06%，较上一季度分别下降 0.77、0.19、0.88、
0.05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
全省地价水平整体走势平稳。
分区域看，今年一季度，皖南地区商服用地地价
环比增速略升，住宅、工业用地地价无变化，同比增速
商住用地地价略降，工业用地地价微升；皖北地区商
服用地地价环比、同比增速略升，住宅、工业用地地价
略降；皖中地区商服、住宅用地地价增速环比上升，同
比增速下降，工业用地地价无变化 。

与此同时，我省三大重点监测区域商服、住宅用
地地价环比增速略升，同比增速微降，工业用地地价
同比、环比基本无变化。从环比看，
“ 合肥都市圈”
“合
芜蚌试验区”和“皖江城市带”综合地价环比增长率分
别 为 0.16% 、0.16% 、0.17% ，较 上 季 度 均 分 别 上 升
0.39、0.40、0.39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
“ 合肥都市圈”
“合芜蚌试验区”和“皖江城市带”综合地价同比增长
率分别为 2.73%、2.87%、2.81%，较上季度分别均下
降 0.87、0.84、0.78 个百分点。
在四个重点监测城市中，合肥商服、住宅用地地
价环比增速微升，同比增速略降；安庆商服、住宅用地
地价环比、同比均微扬；
蚌埠住宅用地地价环比、同比增
速略降，商服用地无变化；芜湖商服、住宅用地地价环
比、同比增速均微降。四市工业用地地价基本无变化。
此外，报告分析称，随着各地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的相关政策开始持续发力，预计下一阶段，全省
商服用地地价将保持平稳，住宅用地地价增速分化差
异将持续缩小，工业用地地价基本无变化。

全媒体直播为你“高考导航”，让升学变得更简单

5 月 13 日起，三所高校相约星报直播间
——天津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即将上线

星报讯（郑世庆 记者 郭琪） 由市场星报社、安徽
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教育之声》栏目主办，高炉家酒、
安徽教育出版社、一鸣生涯教育协办的“让升学变得更
简单”
2022 年高招咨询公益活动第三期，
将于 5 月 13 日
晚 19:00 上线，
届时，
天津工业大学、
上海大学、
天津商业
大学老师将走进星报视频直播间，
为广大考生及家长介
绍 2022 年在皖招生政策。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关注市
场星报微信公众号和官方抖音号观看直播，
积极互动。
本期活动邀请到天津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天津

商业大学招办负责人，分别在周五晚 19:00、周六上午
10:30、周日上午 10:30 进入直播间，与广大考生和家
长见面，交流探讨学校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在皖招生
政策等内容。
为便于广大考生和家长查看收藏，为考生提供
完 整 的 视 频 直播、回放、图文专题等服务，直播及后
续相关内容将在市
场星报微信公众号
同 步 更 新 ，欢 迎 考
生和家长锁定关注
市场星报全媒 体平
台 ，掌 握 更 加 精 准
的招生信息。
扫码关注公众
号观看直播。

法网恢恢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

安徽省能源集团一干部被提起公诉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检察院获
悉，日前，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咨询委员会办
公室原主任咨询员朱晓明涉嫌受贿一案，经马鞍山
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由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朱晓明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
取了辩护人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1 年
至 2021 年，被告人朱晓明在担任皖能马鞍山发电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徽省新能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工
程项目管理、工程款支付、人事任免、人员招聘、岗
位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特殊”聊天引警方查觉 跨省贩毒网终被摧毁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公安厅获
悉，近日，五河警方联合深圳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贩
卖精神药品案，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查获国
家管制精神药品 500 余盒，涉案价值约 10 万元。
“五一”假日期间，五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与深
圳警方在联合办案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朱某与他人

交流过程中频繁提及国家管制类精神药品。两地
警方联手追踪犯罪嫌疑人朱某跨省发送的快递物
件，并在其发往深圳市数名客户的“夺命快递”中，
发现国家管制类精神药品 500 余盒。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因涉嫌网络贩毒，已被
五河警方移交深圳警方带回进一步处理。

安徽八部门联合
举办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星报讯（光聪 记者 马冰璐） 5 月 12 日，记者从
省法宣办获悉，省委宣传部、省法宣办、省高院、省
检察院、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工商联
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举办“喜迎二十大
送法暖民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喜迎二十大 送法暖民企”，活
动时间为 5 月至 12 月。活动期间，全省将重点组织
开展 6 项活动。

安徽选手谭强
汤姆斯杯赛横扫对手
星报讯 (记者 江锐) 2022 年汤尤杯赛在泰国
曼谷继续进行小组赛。在汤姆斯杯与阿尔及利亚
的比赛中，安徽选手谭强获得出场机会，他搭档任
翔宇以两个 21:4 轻取拉保尤/欧切夫恩，帮助中国
队以 5:0 横扫对手，在汤姆斯杯拿到小组赛两连胜，
提前从小组出线。
中国队首场对阵法国队时遇到一些麻烦，但他
们仍顺利横扫对手。第二场迎战阿尔及利亚队，中
国队对出场阵容有所调整。赵俊鹏出任一单，李诗
沣和翁泓阳打二单、三单。两对双打组合是刘雨
辰/欧烜屹和任翔宇/谭强。

砀山县李庄镇：
三级“田长”勇当“护粮人”
为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扛稳保障
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今年以来，砀山县李庄镇采
取多项举措，推深做实“田长制”工作常态化、规范
化、制度化，牢牢守住镇内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
本农田控制线。
建立工作机制，实施网格管理。全面建立“镇
村组三级联动、覆盖全镇”的制度化、常态化、精细
化管理机制，构建镇、村两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健全
以田长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实现对全镇耕地
全方位、全覆盖、无缝隙监管。广泛宣传发动，
营造良
好氛围。充分利用村应急广播、横幅等多种形式，广
泛开展耕地保护政策宣传解读，自觉增强群众保护
耕地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共同营造全民都是“护粮
人”的良好氛围。加强部门联动，形成监管合力。
各级田长通过日常巡查、运用耕地卫片监管等手
段，进行“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常态化监管，
有效控制各类违法占地行为。 ■ 李艳龙 魏笑笑

泾县桃花潭镇：
农家书屋成为群众致富“加油站”
近年来，泾县桃花潭镇通过提升服务效能、延
伸阅读方式、拓展服务内容，让农家书屋成为群众
科学致富的“加油站”。
“学”在农家书屋，
“ 鼓”起钱袋子。经过多年的
发展，全镇 18 个村的农家书屋图书摆放整齐，全天
候迎客。
“约”在农家书屋，
“悦”百姓生活。随着村里
的书香味变浓，读书渐渐成为了农民生活新时尚，老
百姓自觉走进书屋主动阅读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 戴珊 周峰 曹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