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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淮河流域即将全面入汛
淮河流域即将全面进入汛期。淮河防总常务副总指挥、
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刘冬顺 10 日表示，将切实做好防汛准备，
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风
险防控底线。记者在淮河流域安徽省境内采访时看到，去年
汛情中闸门出现漏水险情的凤台县焦岗闸、坝段出现散浸险
情的淮北大堤禹山坝，已经进行了汛后检修养护和恢复。图
为 5 月 10 日拍摄的安徽蚌埠段淮河（无人机照片）。
■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安徽拟建 10 个省级中医医疗中心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获悉，安徽

展治未病中心建设，积极拓展中医治未病服务范

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安徽省中

围，打造成为省中医治未病服务网络重要节点。

医医疗中心建设方案》提出，遴选 10 个省级中医
医疗中心对标沪苏浙，聚焦提高临床疗效和提升

加强中医康复区建设，重点开展中医药特色突
出、临床疗效确切的疑难病症的康复诊疗工作，

服务品质，以优势专科建设和服务模式创新为抓

打造长三角地区中医药特色康复品牌。此外，省

手，打造医疗质量优、运行效率高、发展可持续性

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医院还将加强队伍建设、应

强、就医体验好的中医医疗服务高地，培育一批

急和救治能力建设等。

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中医名院。
《建设方案》明确，遴选工作将于 2021 年 5 月

《建设方案》要求，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医
院须在建设周期内，通过三级甲等中医院创建

完成。省级中医医疗中心的建设周期为 2 年，其

（复审）。完成至少 1 个国家级重点专科、至少 1

间，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将注重提升专科特

个省级优势专科和至少 2 个省级特色专科建设

色。建设 4 个以上中医优势专科，并设有专病门

任务；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比大于 60%，门诊中

诊。开设病房的中医优势专科病床数≥60 张，床
位使用率达到 90％以上。设置中医综合治疗室，

药处方比例超过 60%，门诊中医非药物疗法比
例高于 10%，区域外患者大于 30%。建设功能基

每个中医综合治疗室业务用房面积≥30 平方米，

本健全的制剂室，院内制剂品种至少 20 种。牵

设备配置达到中医医院中医综合治疗室建设要

头组建 3 个以上紧密型专科专病联盟等。

求。各专科分别确定 3 个以上主攻优势病种，配

建设期满，安徽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

备相应的场地、设备、人员等支撑条件，制定完善

局）组织专家评审组开展考核验收，对通过考核

临床诊疗指南和实施性临床路径并推广应用，彰

验收的医院进行公示，命名为“安徽省省级中医

显特色优势。加强治未病和康复能力建设。开

医疗中心”。

新政发布满月
合肥市住宅市场热度下降显著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自 4 月 5 日合肥市房地产新政 8 条发
布以来，经过一个月的运行，市场成交量明显下降，住房成交
价格回落，政策效果初显。合肥市房地产业协会发布数据显
示，4 月合肥市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成交量环比分别下降
14.3%和 27.1%；商品住宅、二手住宅成交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1.7%和 5.3%。
从新政实施后 1 个月情况看，合肥市区商品住房与 3 月
份相比量价齐跌，但均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仍高位运行。数据
显示，4 月合肥市区商品住宅销售备案面积 70.44 万平方米
（5760 套），较 3 月份下降 14.3%、同比下降 6.7%。
从价格分布来看，与 3 月相比，新政 1 个月后，1.5 万元/

㎡以下的低价房占比稳定，1.5～2 万元/㎡的中段价格房占

比上升，2 万元/㎡以上的高价房占比下降，其中每平方米在
1.5 万元以下价格段占比持平、1.5～2 万元价格段占比上升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塔刹掉落
省气象台：风力达到了罕见的 12 级
星报讯（记者 祝亮） 5 月 10 日下午，安庆市

风，其中 33 个乡镇阵风风力超过 10 级，最大安庆

区发生强对流天气，风力猛增，18 时 30 分左右，

大观区海口镇 35.2 米/秒（12 级）；此外，黄山区耿

迎江寺振风塔塔刹掉落，未造成人员伤亡。省气
象台提供的观测数据显示，当时该区域风力达到

城附近出现冰雹天气。
据省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过

了罕见的 12 级。

程。12 日～13 日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

来自省气象台观测数据显示，5 月 10 日当
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32～35℃，其中江

中到大雨。14 日～16 日我省还有一次明显降水
过程，其中 14 日～15 日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

南 东 部 和 金 寨 6 个 市 县 超 过 35℃ ，最 高 泾 县

雨，16 日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

35.8℃；沿淮淮河以南和淮北地区南部出现雷阵

雨，同时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 4～6℃，偏北风力

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淮南、合肥北部、六安、安

增大到 3～4 级，阵风 7 级。

庆、池州、黄山和宣城南部等地降水量 15～75 毫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防范近期持续降水可能

米，有 141 个站暴雨，最大泾县山水 98 毫米；江淮

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农田积涝；做

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出现 8 级以上阵

好大风和雷电的防御。

6.7 个百分点、2～2.5 万元和 2.5 万元以上价格段占比分别下
降 0.9 和 5.4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合肥市二手房市场成交量明显下降，价格回
落。数据显示，4 月合肥市区成交 11273 套，较 3 月份下降
27.1%。其中，限购区成交 2988 套，下降 45.4%；非限购区成
交 8285 套，下降 13.0%。在价格方面，4 月合肥市区二手住
宅成交均价 17834 元/㎡（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较 3 月份
下降 5.3%。其中，限购区均价 25885 元/㎡；非限购区均价
15430 元/㎡。
此外，合肥市区非限购区的热点区域成交量下降，但价
格上升，特别是和平路小学学区房价格明显上涨。与 3 月份
相比，4 月合肥市屯溪路小学学区二手住宅成交 283 套，下降
6.6%；和平路小学学区成交 358 套，持平；48 中学区成交 227
套，下降 40.3%；38 中学区成交 577 套，下降 1.4%。
与 3 月份相比，4 月屯溪路小学学区二手住宅成交均价
2.6 万元/㎡，上涨 3.8 %；和平路小学学区成交均价 2.1 万元/

㎡，上涨 15.6%；48 中学区成交均价 2.3 万元/㎡，增长 9.8 %；
38 中学区成交均价 1.8 万元/㎡，增长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