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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发布

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
推出首宗商业地块

星报讯（记者 唐朝）记者日前从合肥公共资源交

易市场获悉，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首宗商业地块预计将

于5月底拍卖出让，未来在这宗500余亩的地块上或将建

设至少10万平方米的商业街区以及特色小镇。

根据目前的拍卖计划，5 月 30 日合肥市范围内将

有 10 宗地块出让。其中合肥经开区 2019-01 号地块

位于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分水岭路以东、新港路以南，

面积527.23亩。按照竞买要求，该地块上将规划建设2

条特色商业街区，建筑面积不少于10万平方米。竞买

方须自持运营商业街区，同时须获得国家级特色商业

街区、省级特色小镇荣誉称号。

此外，5月30日合肥市滨湖新区也将出让2宗地块，

其中包括1宗面积73.9亩的居住地块，位于滨湖新区扬子

江路以南、华山路以东。另一宗地块则为45.86亩的商业

服务业用地，该地块未来将建设一座900套客房的五星

级酒店及建筑面积不少于1.5万平方米的会议中心。

今起我省92#汽油下调6分钱/升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5月13日24时，汽油、柴油

调价窗口开启。记者了解到，我省汽、柴油价格迎来下

调，其中，92#汽油每升下调6分钱，这也是今年油价的

第2次下调。

据发改委官网公布的消息，自2019年5月13日24

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均下调

75 元。本次调价是 2019 年第 2 次下调，本次调价过

后，2019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七涨二跌一搁浅”的格

局。涨跌互抵后，今年汽油累计涨幅为 800 元/吨，柴

油涨幅785元/吨。

从我省情况看，89#、92#、95#汽油每升分别下调

至6.6元、7.05元和7.55元，0#柴油和-10#柴油每升分

别下调至6.76 元和 7.17 元，每升下调幅度从0.06 元到

0.07 元不等。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 容量计算，

私家车主加满一箱92#汽油大约可省3元。

乡村花海引游人
5月9日，包河区牛角大圩四

季花海工作人员为花草浇水。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深度挖掘生态休闲旅游资源，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对村域旅

游资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

进行优化提升，吸引游客前来赏

景度假。 □ 新华社发

图说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市 场 星 报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

获悉，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合

肥市自5月1日起，以全省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

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和

300%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单位职工缴费基数
2019 年 5 月和 6 月，职工月缴费基数按照 2017 年

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和

300%核定上下限，上限由16981.74元下降为13556.22

元，下限由3396.35元下降为2711.24元。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的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分段申报，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4 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 2017 年度城镇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100%选择适当

的缴费基数申报；2019年5月和2019年6月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可在 2017 年度全省“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70%、80%、90%、

100%、150%、200%、250%、300%九个档次中选择适

当的缴费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需分段申报，2018年7月至2019

年4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按2017年度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660.58元/月的60%

（即 3396.35 元/月）申报；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按2017年度全省“全口

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4518.74 元/月的 60%

（即2711.24元/月）申报。参保人员在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同时，须缴纳医疗救助保险。

未来几天我省多降雨
星报讯（孙毅博 记者 祝亮）昨日 0 至 16 时，江南

南部有降雨，最高温度出现在全椒：28.8℃，省城合肥

25.9℃。预计未来三日淮北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淮

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14日夜里至15日淮河以

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可能伴有雷暴大

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来说：14日，淮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

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

东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15日，淮北地区阴天

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

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6日，淮北地区多

云，淮北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合肥市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星报讯（王海涵 星级记者 汪婷婷）筑梦长三角，

创新赢未来。5月12日至13日，2019中国长三角青商

高峰论坛在合肥成功举办，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后，该论坛首次在合肥举行。来自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长江经济带沿线及安徽周边省（市）的

青年企业家、投资人、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代表及团组

织负责人约 700 余人参加了论坛，围绕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和青年企业家协作等话题，共商大计、共谋

未来。

记者了解到，本次论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共

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共青团浙江

省委员会、合肥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

会、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江苏省青商会、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共青团合肥市

委员会承办。

昨日上午，2019 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正式开

幕，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安徽省政府副省长杨光

荣出席论坛并讲话，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凌云出席论

坛并致辞。开幕式上，沪苏浙皖四地团委签订《三省一

市团委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四地青

年企业家协会发表青年企业家共同宣言，并举行了首

批长三角地区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作共同体成立仪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庆峰等 6 位青

年企业家分别作了精彩的主旨演讲。此外，开幕式上

还揭晓了2019年度中国长三角青商领袖、十大杰出青

商、十大新锐青商获奖人员名单。

记者获悉，论坛期间，还召开了皖籍在外青年企业

家恳谈会、2019 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圆桌会议，

举办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题报告”和“合

肥市项目和招商推介”专题活动，组织参会嘉宾分赴安

徽创新馆、科大讯飞、江淮汽车蔚来生产线、京东方等

地进行经贸考察等。

个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及月缴费金额

对应表（单位：元） （2019年5、6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档次

60%

70%

80%

90%

100%

150%

200%

250%

300%

缴费基数

2711.24

3163

3615

4067

4519

6778

9037

11297

13556.22

缴费费率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月缴费额

542.25

632.60

723.00

813.40

903.80

1355.60

1807.40

2259.40

2711.24

自由

职业者

失业

人员

缴费

基数

2711.24

2711.24

缴费

费率

9%

9%

或5.5%

月缴费

244

244

或149.1

医疗救助

保险

15

15

合计

月缴费

259

259

或164.1

个人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月缴费金额对应表（单

位：元） （2019年5、6月）

700青商相聚大湖名城 共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9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在合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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