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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一：
浙江沿海铁路首开途经杭黄线至黄山高铁

新图中，鳌江（温州南）首开途经甬温、杭甬、杭黄

线至黄山北的高铁列车G7482/3 G7484/1次，沿途停

靠 16 个车站。其中 G7482/3 次温州南 6:37 开车、台

州 7:28 开车、宁波 8:46 开车、杭州东 10:20 开车、千岛

湖 11:17 开车，11:52 到达黄山北。G7484/1 次黄山北

15:21 开车、千岛湖 16:03 开车、杭州东 17:31 开车、宁

波18:53开车、台州20:19开车，21:03到达温州南。浙

江沿海城市至黄山有了直达高铁，宁波至千岛湖、黄

山间分别只需要 2.5 小时、3 小时左右，开车时刻充分

考虑客流旺盛时段需要，早上从温州出发、中午前到

达杭黄沿线，下午从黄山出发、晚上抵达温州，沿途旅

客不需再经杭州东站中转换乘即可双向直达，旅游出

行更方便。

变化二：
宁安客专池州站首次日常开行始发高铁

素有“千载诗人地”之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池州，今年

以来共发送旅客66余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过6700

人次，其中去往沪宁方向客流较大。新图中池州站将常

态化开行至上海虹桥G7170/67 G7168/9次列车1对，

旅客在家吃完早饭7:35从池州出发，11:39即可到达上

海虹桥；在上海办完事情后，可于下午15:43从上海虹桥

乘车出发，19:45即可终到池州，全程运行时间4小时左

右。这也是池州站首次日常开行始发高铁列车。

变化三：
浙东南至苏皖间增开3对高铁

浙江东南地区与安徽、江苏两省间人员来往频

繁，此次调图充分考虑到客流旺盛时段和区段的运力

需要，分别增开合肥南～丽水G7480/77 G7478/9次、

温州南（鳌江）～合肥南G7486/7 G7488/5次、南京南～

温州南（苍南）G7649/G7650次3对高铁，浙苏皖间联系

进一步密切。其中G7480/77次8:31从合肥南始发，12:

58终到丽水；G7478/9次13:19从丽水始发，17:46终到

合肥南。G7486/7次9:07从温州南始发，14:49终到合

肥南；G7488/5次15:14从合肥南始发，20:49到达温州

南。G7649次17:53从南京南始发，22:17终到温州南；

G7650次7:52从温州南开车，11:45终到南京南。

变化四：
补充合肥至芜湖、徐州至连云港间运力

方便合肥至芜湖、徐州至连云港两个不通高铁列

车的区段旅客出行需要，增开合肥～芜湖 K8521/4

K8523/2 次 ，合 肥 ～ 芜 湖 K8525/8 K8527/6 次 、

K8591/2 次、K8593/4 次，徐州～连云港东 K8395/6

次列车，其中K8593/4次逢周二至周日开行。新增列

车合肥始发时刻分别为 9:15、12:00、16:07、17:20，芜

湖始发时刻分别为6:07、7:55、14:10、14:41，弥补了芜

湖去往合肥 7 点至 12 点间没有列车的空白。K8396

次早上7:00从连云港东始发，10:06终到徐州，K8395

次下午 17:31 从徐州始发，晚上 20:33 终到连云港东。

增开列车时刻充分考虑到芜湖至合肥、连云港至徐州

沿线民众的农贸、进货、就医、旅游等民生需要。

变化五：
增开6.5对管内周末线，

京沪高速线管内增开徐州东～南京南 G7181/2

次、蚌 埠 南 ～ 上 海 G7279/80 次 2 对 周 末 线 ，其 中

G7182 次逢周五、周日开行，G7181 次逢周六、周一开

行，G7279/80 次逢周五、周日开行；宁启线增开南京

～ 南 通 D5554/5 D5556/3 次 、南 通 ～ 启 东 K8507/

K8508 次 2 对周末线，其中 D5554/5 D5556/3 次均逢

周五、周日开行，K8507次逢周五、周日开行，K8508次

逢周六、周一开行；合肥至淮北增开K8596次、K8597/

K8598次共1.5对周末线，其中K8596次逢周五开行，

K8597/K8598次逢周六、周日开行；徐州至连云港增开

K8397/K8398次1对，逢周六、周日开行。增开列车时

刻遵从周末通勤客流出行规律和旅客出行习惯，有效

补充周末客运市场需要，方便周通勤旅客出行。

变化六：
部分区段货物列车提速

在优化旅客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对货物列车进

行了调整，增开货物列车 57 列。其中徐州北至阜阳

北、阜阳北至合肥东至芜湖东、芜湖东至乔司间货物

列车按90km/h铺画运行线，整列重车、整列空车在上

述提速区段最高按90km/h速度运行。

安庆开通自动驾驶车辆
试乘活动

星报讯（记者 王汝华） 精确定位、自

寻行车路径、360 度智能检测路况信息……

4月11日下午，安庆自动驾驶车辆首次公开

试乘体验活动，安庆市相关领导也进行了试

乘体验。

4月11日下午，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

携手安庆市政府，在安庆东部新城综合写字

楼举行“筑梦号”自动驾驶公开试乘体验启

动仪式，共同发布“筑梦号”L4 级自动驾驶

汽车，并宣布正式对外公开试乘。试乘活动

自 4 月 11 日至 6 月 31 日，试乘对象为年满

十八周岁安庆市市民。

据了解，今年，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

计划在安庆市正式开展L4级自动驾驶车队

的试运行，预计年底规模将达到 100 辆，并

将投资1.5亿元，打造“标注中心”“云计算及

大数据中心”“华东区运营中心”“华东区改

装中心”的一城四中心的新格局，为全国的

本地化商业运行提供强大技术支持。

4 月 11 日下午，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街道在和平村安

拖片区开展“消防安全连万家”为主题的城中村消防安全隐

患整治暨消防志愿应急队伍成立启动仪式。和平路街道组

建一支由辖区党员、青年团员、楼组长、驻地单位志愿者等

80多人组成的高素质消防应急志愿者队伍，开展消防特色

志愿服务。 □ 解晓一 鲁艺 记者 祝亮 文/图

星报讯（彭继友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从省司

法厅获悉，我省作为律师调解试点省份，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和司法部部署，试点工作将由此前的亳州、淮南、

马鞍山、黄山等4市扩大至全省范围。

律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

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

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

动。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

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是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

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除外。吸纳

律师参与到矛盾纠纷的化解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

优势和实践优势，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缓

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2018年初，我省被确定为

开展律师调解试点的 11 个省（直辖市）之一，并选择 4

市率先启动试点。一年来，律师调解展现了其强大的

生命力和充分的社会认可度，成为我省多元纠纷解决

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试点范围推广至全省整个辖区。各地除在

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外，将根据需要探索在医

疗纠纷、道路交通、劳动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

设立律师调解组织，并根据不同法律服务需求，精准匹

配律师调解员。

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律师调解方式。在

12348安徽法网上建立律师调解专区，与人民法院在线

调解平台互联互通，探索建立集在线调解、司法确认、

电子送达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平台，为群众提供高效

便捷的律师调解服务。

安徽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新校区落户长丰

星报讯（段贤尧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

获悉，合肥市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与安徽建

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签署引资办学合作协议，

这标志着继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之后，

第二所全日制本科院校落户长丰县水湖镇。

据了解，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是教育

部2003年批准成立的本科层次全日制独立学院，

现由其出资在长丰县水湖镇和岗集镇建设安徽建

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新校区项目，项目规划用地

总面积约为1000亩左右，总投资约10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努力打造国家级应用型本科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典型示范基地，力争率先成

为教育部引导并推广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标杆，力

争省教育厅支持逐年增加招生指标，5年内形成

全日制在校生12000人左右的办学规模。

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新校区项目拟

选址水湖镇城南新区二环路以北、繁湖大道以

西、兴湖大道以东、丰香路以南地块，总占地面

积约1000亩左右。

铁路又调图 六大变化方便你我他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10日0时起，全

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长三角铁路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增

开旅客列车19.5对，货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铁路调图年年有，

这次有啥新亮点？据介绍，多个变化惠民生是长三角铁路此次调图

的亮点。 □ 许文峰 记者 祝亮

我省全面开展律师调解试点

凤阳供电：
大红灯笼岂能这样“高高挂”？

近日，凤阳县供电公司李二庄供电所所长李长青开车

前往供电所上班，途中经过一家公司门前时，眼前的一幕让

他惊呆了。该公司门口的高低压同杆配网电力线路上竟悬

挂着两个大红灯笼！李长青停车前往该公司，要求该公司

负责人制止这种行为。 李长青看着该公司拆下了灯笼后，

又趁热打铁地对大家进行了一番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教育，

这才安心地继续上班去了。 □ 刘晶东

怀远供电公司：
建立分压负荷台账助力电网运行

为更好地掌握怀远地区分压负荷数据，提前为迎峰度夏

做准备。怀远供电公司调控中心梳理主变在2018年最大负

荷时刻的负荷、电流、电压值，与实际主变容量进行对比，排

查负荷分布不均的情况，挖掘问题存在的根结。建立负荷分

压台账，对于最大发挥其调峰作用，加强需求侧管理，科学规

划电网运行方式，提升电网运行的安全性与经济性，创新电

网运行方式，间接提升本地区负荷承载水平。 □ 邵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