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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濉溪县紧紧围绕平安濉溪、
法治濉溪目标，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第一时间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动员大会，成立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并制定印发
《濉溪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工作方案》《濉溪县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 等文
件，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持续加

大宣传力度，在各类媒体发布
“两高两部”的扫黑除恶通告、
涉黑涉恶线索举报奖励的公
告，悬挂宣传标语、播放滚动字
幕，市、县新闻媒体多次对全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进
行专题报道，营造了浓厚宣传
氛围。

县委政法委牵头，积极做
好纪委监委、组织、信访、政法
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政法
各部门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快
侦快诉快判，确保把每一起案
件都办成铁案。加大督查督办
力度，确定 9 月至 11 月为集中

攻坚阶段，对一些重大、疑难、
复杂的案件进行重点调度、集
中攻坚侦办。

认真做好村（居）“两委”
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査工作，
共核査村（居）“两委”候选人
1800 余人次，其中核查出多人
存在违法犯罪记录或被法院列
入失信人名单的情况，有力保
障了村（居）“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顺利进行。县纪委监委、县
委组织部、政法各部门、县信访
局及各镇（园区）等相关单位，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开展集中
排查、滚动排查，强化对重点领

域涉黑涉恶情况明察暗访，加
强对近年来的案件梳理串并，
深入核查、深挖涉黑涉恶案件
背后的腐败及其“保护伞”问
题。截至 9 月份，立案 6 件，正
在核查 13 件，开除党籍 12 人，
开除公职 2人。

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依
托，构建“三位一体”的基层治
理模式，探索推行“一组一会”
工作模式，延伸党建触角，把基
层党建与村民自治、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结合起来，引导、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主动揭发、检举身边

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截至目前，全县接举报线索

125 件，启动核查线索 101 件，
其中査结 76件。打掉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 1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 1个，恶势力犯罪团
伙 24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39
人，其中刑事拘留 128 人，逮捕
58 人，移送起诉 72 人，已生效
判决涉恶九类犯罪 24件 51人。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濉溪县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综述

■记者 傅天一

11 月 8 日，我市收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八批信访件 2 件，涉及
大气环境问题 1个、水环境问题 1个、噪音环境问题 1个、其他环境问题 1个。

案件迅速交办濉溪县 1 件、市环保局 1 件，要求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和立查立改工作，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淮北市转办第八批环境信访件

本报讯 11月8日, 濉溪
县临涣镇迅速办结了中央环
保督察组转办的第六批信访
件, 拆除了一处设在居民区
内的家庭养殖点。

11月6日下午,中央第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第六批环境信访件,反
映“濉溪县临涣镇高皇村季
湖庄北边公路北侧与朝胜利
新村肖楼拐弯处西侧, 有十
多间养猪圈和鸡圈, 位于居

民区内,臭气熏天,影响居民
生活。”临涣镇党委、政府接
到转办通知后, 立即组成工
作组,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经现场核实, 该自然庄
居民田某在自家住宅大门前
私自搭建了一个小型养殖猪
圈,养殖仔猪共计32头。该养
殖点无环评手续、无化粪池,
存在大气和水环境污染,未
发现有养殖鸡圈, 群众反映
情况基本属实。按照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
求, 临涣镇工作组立即告知

养殖责任人田某关停养殖
点, 同时组织人员全程协助
田某转移猪仔、清理粪便、拆
除猪圈、平整土地。至11月8
日下午4时,该养殖点仔猪全
部妥善转移安置,80余平方
米的猪圈全部拆除。

临涣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临涣镇政府及其相关职能
部门将切实加强监督检查,立
即通知各村开展“地毯式”
排查,严格落实禁养区养殖场
关停工作,杜绝存量粪污存在
和发生新的环境污染。

临涣镇办结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第六批信访件

一养殖点环保投诉问题得到迅速整改
■记者吴永生通讯员范胜明

本报讯 随着冬季临近，
山林防火形势日渐紧张。作为
老城区天然氧吧的相山风景
区，林木覆盖率高、森林面积
大，防火形势尤为严峻。市园
林局早谋划、早部署，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全力以赴抓好
山林防火工作，确保景区森林
资源安全。

实行网格化管理，细化量
化防火范围和工作职责，市园
林局与护林员签订防火责任
状，严格执行安全防火管理制
度，切实做好防火值班和火情
调度，实行领导带班，防火队
员和瞭望塔值守人员 24 小时
值班，保持通讯工具 24 小时畅
通，确保火情信息上传下达通
畅，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无缝对接的防火责任管理体
系。

强化宣传教育，利用景区
电子显示屏、机动巡逻车及语
音广播等方式，多渠道、立体
化广泛宣传森林防火安全知
识，在景区各主要路口、区域
设防火警示牌及警示标语 60
余处，提高广大游客和市民的

防火意识。完善基础建设，在
沿环山景观步道、登山梯道和
山脊游人道路开辟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的防火隔离带，防
止和阻断山火蔓延；配备消防
摩托车 6 辆、电动巡逻车 7
辆、风力灭火机 10 余台以及
足量的油锯、灭火器、消防水
袋等防火设备，保证防火器械
正常运转；成立了 30 余人的
专业护林防火队伍，大大充实
了扑火力量，并通过开展登山
拉练和扑火演练，提高护林防
火队伍的专业素质和实战能
力。

市园林局还严格火源管
理，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采
取把握紧要时期、抓好关键环
节、突出重点部位、管住特殊
人群的办法，从源头上消除火
灾隐患。在景区主要出入口设
置防火宣传牌，提醒游客注意
防火安全，提高防火意识。积
极开展“打击景区违规用火”
专项行动，对在景区内上坟烧
纸、野炊、吸烟等野外违规用
火行为采取针对性措施，除当
场制止外，视情节轻重及时移
送相关部门，确保森林防火工
作万无一失。

早谋划 早部署

相山风景区拉响
冬季山林防火“警笛”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周梦军

本报讯 11 月 6 日下午，安徽
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蚌埠市
落下帷幕。我市共斩获 16 枚金
牌、8 枚银牌、4 枚铜牌，金牌总数
并列第四位。我市代表团还荣获
本届残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届残运会共吸引了来自全
省 16 个地市、2 个省直管县共 18
个代表团 619 名运动员参加，设置
了象棋、围棋、飞镖、聋人篮球、举

重、游泳、乒乓球、羽毛球、射击、
田径、盲人门球 11 个比赛大项。

目前我市正处于新老残疾人
运动员交替期，以老带新的队伍
中，队员年龄最小的仅 12 岁。面
对强手他们不畏困难，顽强拼搏，
赛出了水平、赛出了毅力，成绩超
出预期目标。在举重、游泳、射击、
田径等项目上，涌现不少希望之
星，为明年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
第七届特奥会锻炼了队伍，也为
备战 2022 杭州亚残运会培养了人
才。

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
我市共斩获 16 金 8 银 4 铜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王大强

实习生 刘昭钟

本报讯 据市统计局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发展良
好。

前三季度，全市产业结构得
到优化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
为 6.1：54.6：39.3，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提高到 39.3%，比上半年
提升 0.4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
升 1.1 个百分点。全市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8%，增速较上年同

期提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14.1%，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0.5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长 24.1%，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14.5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增
长 9%，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2.3 个
百分点；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工资
总额增长 23.3%，高于全省平均增
速 9.4 个百分点；财政八项支出同
比增长 11%，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0.5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
发展良好

■记者 吴永生

11月7日，供电社区举

办妇女创业暨插花、花艺技

能培训，拓展辖区妇女的就

业渠道，提高她们的艺术品

位和修养。30多名下岗失

业、无业妇女参加了培训。

■摄影 记者 梅月

通讯员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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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8 日下午，我市
召开城市建成区、重点流域重污
染企业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改
造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朱浩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环保局、市安监局汇
报了我市重污染企业和危险化学
品企业名单报送情况及省审核反
馈情况；市发改委通报了我市城
市建成区、重点流域重污染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工作
总体进展情况及企业搬迁改造专
项计划编制要求。

朱浩东指出，做好城市建成
区、重点领域重污染企业和危险
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是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的具体举
措，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
环境治理、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
举措。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
位，统一思想认识，了解吃透政
策，明确责任分工，抓好任务落
实，主动积极作为，在做好摸底排
查的基础上，根据政策要求启动
搬迁改造计划，确保重污染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工作
有序推进。

我市召开城市建成区、重点流域
重污染企业和危险化学品企业

搬迁改造工作推进会
■记者 徐丽丽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中国最好
学科排名发布，我省共有 14 所高
校上榜，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学
科榜上有名。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采用

的学科口径是教育部最新《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的
一级学科。在每个一级学科，排名
的对象是在该一级学科设有学术
型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
校，发布的是在该学科排名前 50%

的高校。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学
科能榜上有名，说明了其教学的
优质性，更是对淮北师范大学优
秀办学成绩的肯定。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学科始
建于 1983 年 10 月，于 2005 年申
报美术学学科硕士学位成功，经
过不懈发展，凭借其卓越的专业
成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认可。目前，已有专任教师 38 人，
其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28
人；在读全日制本科生近 800 人，
硕士研究生近 70 人。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学科
上榜“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记者 邹晨光 实习生 林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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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8日,市委第一巡
察组巡察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情况反馈会召开。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朱浩东,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统战部长、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任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第一巡察组反馈了巡察
情况,就下一步整改提出意见建议。

任东强调,要切实增强整改自
觉,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抓好整改
落实 ,做到“快速、全面、精准、严
肃、尽责、统筹”。 切实做到全面从
严治党,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 抓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意见的贯彻落实,严肃党内经常性
的组织生活,完善制度体系。

朱浩东要求, 要压实整改责
任, 把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抓在手
上、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要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盯
紧关键节点, 确保实现高质量整
改。 要强化成果运用,加大督查力
度,真正把巡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转化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有效举措,
推动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市建投集团负责同志代表领
导班子就落实巡察反馈意见作表
态发言。

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
市建投集团党委情况反馈会召开
■记者 王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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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杜集区矿
山集街道办事处
宇能电厂每天焚
烧垃圾，粉尘污染
严重，臭气难闻，
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环境。

杜集区 大气

经现场调查：1.淮北宇能电厂烟尘
排放符合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的颗料物日均值 20mg/m3 标准要
求，烟尘不超标。2.因该厂设计处
理能力为 800 吨 / 日，前期全市
垃圾运送量为 1100 吨 / 日，厂区
内临时堆放超出产能而无法处理
的生活垃圾 3 万余吨，虽已对垃
圾堆体进行了覆盖和除臭工作，
由于措施不到位，造成臭味扩散，
影响周边环境。

部分
属实

1.制定了整改方案，具体如下：一是加强对垃圾堆体
的管控,增加覆盖设施、除臭设备和喷洒频次；二是增添移
动除臭车辆，在该厂区及周边定时喷撒，确保无异味；三是
加强垃圾运送过程管理，严禁滴漏运送车辆入厂，加强垃
圾库密封管理；四是采取垃圾分流措施，目前分流濉溪县、
烈山区垃圾，该厂每天能消化堆体内 200 吨垃圾，大约需
要 6个月能够全部消化完毕；五是加快垃圾焚烧厂新厂的
建设，彻底解决处理能力不足问题，预计 2019 年年底建设
完成。

2.处罚情况：一是市城管局对宇能电厂作出罚款 2 万
元的处罚决定；二是宇能电厂对分管安全环保工作的总经
理助理吴某免去总经理助理职务，并处以罚金 3000 元。

已办结

淮北市群众信访举报交办查处情况一览表
（2018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