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茳茳茳上接第 1版 同年 6 月 30
日，我市出台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
制的意见》，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基础工作、监测
监控和考核问责，确保实现湖泊功能永
续利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市全面建立
四级河湖长制体系，分级分区设立 1033
名河长、89 名湖长，实现 2056.1 公里河
道、66.07 平方公里湖面全覆盖。

为了全面推进林长制，我市按照省
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林长制工作的部署
要求，扎实建立市、县区、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林长制工作体系。实行林
业资源保护和发展网格化管理，探索建
立古树保护树长、山场管护段长，使每
一棵树、每一片林都有管护责任人。

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市委常委
会、市级林长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
行林长制工作，市人大、市政协组成督
查组专题督查林长制工作落实。按照时
间节点，市、县（区）、镇（街道、园区）
工作方案已全部出台，340 个村（社区）
出台林长制工作方案。市、县（区）均已
确定林长会议组成人员，落实成员单位
职责，有力组织推进镇村林长制工作落
实。一县三区均已设立林长制办公室，
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由此，全市林业工作围绕“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绿金淮北”目标，以林
长制为总牵引，聚焦“护绿”“增绿”
“用绿”“管绿”“活绿”五项任务，持
续推进林业增绿增效行动，推进林长制
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压实责任 精准发力

战鼓催人，风生水起。唯有苦干实
干才能使蓝图变为现实。推行河长制方
面，在前期下发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我
市精心编写了河湖名录统计表，并完成

了市、县区、镇办河长制公示牌的设立
工作。全市共设立四级河湖长公示牌
961 块，其中市级 18块，县（区）102 块。

治水管水工作至关重要。为避免不
作为、慢作为情况发生，我市着力加强
市、县区、镇街道三级工作制度建设，出
台了河长会议、信息共享、信息报送、工
作督察、考核问责与激励、验收等 6 项
制度，市级层面出台河湖保洁清理专项
工作方案、河长制工作交办督办制度、
县级河长及基层河长巡查制度等，河长
制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巩固。

尤其是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7 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市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就老濉河黑臭水
体治理不到位等问题提出了督察意见，
为我市下定决心把江河湖泊管好指明了
症结所在，明确了整改“时间表”。我市
以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
从建立长效机制入手，全面落实市、县、
镇、村四级河长制，制定了河道蓝线规
划，明确要求蓝线以内一律不再规划各
类建筑工程。推行工程施工+运营管理
模式，施工单位继续进行日常监管、常态
保洁、运营维护，巩固提升黑臭水体整治
成效。根据黑臭水体成因，采取控源截
污、内源清淤、水体循环净化等手段，标
本兼治解决老城区雨污混流问题。

在全面推进林长制方面，我市着力
夯实工作基础，落实工作机制。在落实
好四级林长组织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探
索建立古树园保护设园长、孤立古树保
护设树长、山场管护设段长的“第五级
林长”并进行网格化管理，真正把解决
问题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市、县（区）、
镇（街道）三级制定考核问责和激励制
度、林长工作提示单制度、工作督办制
度等，全力推进林长制各项工作。各部
门、各成员单位严格按照分工，落实工
作职责，分头当好助手，协助林长组织
开展森林湿地调研和巡查工作。

与此同时，全市在森林（湿地）显
著位置树立林长制公示牌，公布森林湿
地概况、林长姓名、林长职责等。向社会
公布市林长办电话，坚持 24 小时值班
人员在线。对接听反馈问题形成督办单
交给责任单位，3个工作日内予以反馈，
并进行整改。组织开展林业资源调查摸
底，启动“一林一策”实施方案编制工
作，组织力量集中开展方案编制工作。
市级 6 处森林（湿地）“一林一策”实
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基本完成。4月份以
来，市人大、市政协分别成立督查组，市
林长办、市级林长成员单位分别以明
察、暗访等形式，组织开展了 5 次工作
督察，持续对县（区）各地林长制推进
工作进行跟踪。市级总林长黄晓武和各
市级林长率先垂范，多次深入责任区调
研指导林长制工作。县（区）级林长也
相继开展了常态化巡查工作，多举措推
进林长制工作。

进展迅速 成效初显

“环保工作抓得对、抓的好。一年
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老远就能闻到
臭味。”正在跃进河边散步的姓吴的老
人告诉记者，“现在这里的环境多好啊，
水体清澈，有时候还能看到游来游去的
小鱼。”

问河哪得清如许？为有“河长”治
河来。

在河湖长制推进过程中，我市以开
展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力推进各项举措
落到实处，取得积极成效。开展河湖“清
四乱”专项行动，发现“四乱”问题 35
处，销号 17 处。开展河湖采砂专项整治
活动，立案查处 3 起非法取土（采砂）
行为，有效地维护了河道安全。开展长
江经济带固体废弃物点位排查和垃圾
围坝整治工作，未发现较大规模河湖固
废问题及水库大坝坝前有漂浮物堆积、

施工垃圾及违规倾倒垃圾的现象。
截至目前，全市 1122 名河 （湖）

长，共巡河湖 6800 多人次，其中市总河
长、副总河长巡河湖 18 人次，市级河
（湖）长巡河湖 34 人次，县（区）级河
（湖）长巡河湖 378 人次，镇街道级河
湖长巡河湖 1524 人次。通过河长制工
作的全面推进，各县区、乡镇结合各自
实际，以河流清洁行动为契机，积极开
展网箱清除、浮草清运、垃圾清理、违章
执法等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得到
沿河群众的广泛认可。

实施林长制以来，我市以林长制工
作为总抓手，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林
长制工作阶段性目标，落实 18 家责任
单位目标任务。聚焦“五绿”任务，实施
十大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程，推进全市
创森工作再上新台阶。

聚焦“护绿”基础，全市 2412 株古
树名木（含古树后备资源）均得到有效
保护。聚焦“增绿”途径，生态环境更优
美，采取“七步造林法”对石质山继续
实施多目标经营，烈山、卧牛山、花山等
原残破山体变成了美丽的风景线。实施
城区绿化提升工程，投资建设绿金中央
公园、跃进河公园、西流河公园、相阳沟
滨河公园、龙岱河公园、东相阳沟滨河
公园、迎宾游园、安民路游园、临涣工业
园孵化器公园和中湖规划控制区建设
用地出让前过渡期绿化花海等 9 个公
园游园。聚焦“管绿”保障，出台《淮北
市绿化条例》，推进智慧林业建设，林业
执法监管更有力。创新“活绿”思路，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聚焦
“用绿”目标，兴林富民更广泛，林业三
大效益凸显。

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生根，
“山青木秀河畅水清”的美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持之以恒、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林长制，淮北大地必将焕发新的生
态活力。

茳茳茳上接第1版
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录文说，“淮北的营商环
境令人叹服，不但企业大门外的
不用我们操心，围墙内的事也帮
着解决，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山西人耿娟娟从淮北师范大
学毕业后，到濉溪县扶贫办投身
扶贫事业，“淮北是个有活力的城
市，我愿为她奋斗。”
“淮北变了”，是每位受访者

的心声。老淮北人为淮北的转变
而自豪，新淮北人被煤城新姿所
吸引，选择留下来。

黑金城市绿金发展， 多管齐
下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山水生态城

橛头、撬棍、铁锤、铁锨……
2001 年冬季，60 多岁的石宗宏扛
着这些工具上山了。“看着光秃秃
的山头，心里难过。退休了没事干，
一心想往山里跑，种棵树试试。”

提起最初上山的岁月，石宗
宏记忆犹新，“山上满眼大石头，
我就寻着石头缝往下挖，首先用
铁锤敲，听响声判断能不能撬动，
‘死’石头就撇开它，‘活’石头
就撬起，刨出一个树穴。”

石宗宏就用这种办法，石头
缝里见缝插针地栽树，每天早出
晚归，干得浑身是劲。两年后，看
着树苗成活了，石宗宏激动坏了，
干得更起劲了，周围的邻居看到
后，也被带动起来，你一片来我一
陇，你拿锨来我扛锤，愣是让荒山
没了脾气，抹了绿妆。

再后来，村民们成立了“杂果
协会”，石宗宏任会长，和村里签
订了承包协议，自己带头包了 200
亩，山顶种松柏，山坡种果树，当
地政府部门修了水渠和蓄水池。
就这样，荒山彻底被征服了。

对于淮北而言，绿色不仅代
表着一种颜色，更是一种理念、一
种追求。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积极回
应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强烈期
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持不懈实施荒山绿
化，整治中湖、东湖等采煤沉陷区，
加大水体、空气污染治理力度，
“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
湾”的城市空间格局日益凸显。

我市累计投资近 2 亿元，绿
化荒山 13.5 万亩，苗木平均成活
率达到 95%以上，让全市石质山全
部披上了绿装。相山被确立为省
级森林公园。编制完成《淮北市湿
地保护与发展规划》，向全市公布
第一批市级湿地名录，全市湿地
保护率达到 39.1% 。对南湖、东湖、
绿金湖、朔西湖、化家湖进行生态
修复保护建设，南湖湿地经过治
理成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2010
年，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获
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淮北矿
区被列为全国矿区生态示范区。
对相阳沟、跃进河、西流河、老濉

河、东相阳沟、龙支河、龙岱河、宁
王沟 8 条黑臭水体进行综合整
治，城市规划区内的河道及沿岸
环境质量和面貌持续改善。

从青翠欲滴的相山到波光粼
粼的南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相濉大地，
与“最美”一样从盆景变成风景，
变成淮北人共同的行动自觉。

共建共享为民惠民， 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日，家住西山隧道附近的
王女士来到今年 7 月份刚刚建成
开放的凤凰公园，走在蜿蜒的石
径上，心情特别舒畅。她告诉记
者：“这里原来是老旧的棚户区、
杂乱不堪，市园林部门依托原有
山体建设了凤凰公园，现在这里
成了居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自然的
山体水系、路网拓宽，通过规划定
绿、建园添绿、沿路选绿、挖潜增绿
等方式，做到建一片、绿一片，倾力
打造城市“绿肺”。截至目前，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地
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
44.37% 、43.17% 、16.71 平方米。

老旧小区改造是政府惠及百
姓的民生工程，涉及面广，居民热
情高。这一段时间，对曲阳街道濉
河社区公交公司小区居民程大姐
来说，过得很是舒心。她居住的老
小区存在积水、道路破损严重等
问题，在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中
全部妥善解决。“管道埋好了、路
也铺好了、绿化起来了、环境亮堂
了……群众不花一分钱，老旧小
区就换了新颜！”

据了解，我市通过有计划地
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进一步
推进社区的规范化建设，先后对
八号桥社区九号小区、新华巷 100
号小区、相山家园小区等数十个
老旧小区实施整治改造，逐步改
善了部分老旧小区的人居环境，
不仅赢得了百姓的赞誉，而且提
升了城市的文明形象。

加快城市转型，城市管理也
要跟上。为此，我市自 2015 年以
来，采用提升、新建等方式，重点
打造政务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
心、信访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和房地产交易及不动产登记
中心。同时，对建市以来所有行使
的行政权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普
查，全面清理取消了非行政许可
事项。一个完善的便民服务圈随
之建立，深受群众欢迎。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既是转
型升级的初心，也是终极目标。四
十年，从蹒跚起步到步履矫健，淮
北人一路走来坚定果敢、自信从
容。未来，淮北人民将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开启新的创
业新的长征，以大胸怀、大气魄和
大担当，开辟转型升级新境界。

从蹒跚起步到矫健前行

新华社杭州11月8日电 《世界互
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
展报告 2018》 蓝皮书 8 日在第五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报告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
亿元，数字经济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5%。
报告指出，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
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2017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2.9 万亿美
元，美国和中国位居全球前两位。全球电
子商务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交易额达
2.3万亿美元，亚洲、拉丁美洲、中东、非洲

等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信息基

础设施持续升级，网络信息技术取得积
极进展，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网络
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网络空间日渐
清朗，网络文化日益繁荣。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 4G 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前
五，5G 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队，电子商

务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由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内容包括信
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数字经济、
政府数据开放、互联网媒体、网络安全、
互联网法治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
8个方面，是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
成果的集中展示。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元

■记者 张泉 魏董华

谭晓琴，1983 年 4 月出生，中共
党员，现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
霍县斯木乡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医

师。
从第三军医大学成都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后，谭晓琴本想留在

内地工作，但在藏区当了一辈子医生
的父亲却说：“在外面，像你一样的大
学生很多，但在甘孜州能为老百姓看

病的，很少很少。”谭晓琴听从了父亲
的意见，毅然回到了甘孜州炉霍县斯
木乡中心卫生院。13 年来，她兢兢业
业，患了癌症却全然不顾身体，奔波在
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上，守护着藏民
们的健康。她曾荣获“最美乡村医生”
称号，是“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据中国文明网

谭晓琴
她是甘孜人放心的好医生

声 明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 2018 年冬春季（出港）航班时刻表

2018.10.28-2019.3.30
班期

2.4.6
1.6
5
不定期
4.7
1
3.6
1.2.3.4.5.6.7
1.2.3.4.5.6.7
1.3.5.7
1.3.5.7
4.7
1.2.3.4.5.6.7
1
2.4.6
1.3.5.7

航线

1.2.3.4.5.6.7
1.2.4.6
1.2.3.4.5.6.7
1.3.5.7
2.3.5.6
7
1.2.3.4.5.6
1.5.6.7
2.3.4
1.3.5.7
1.2.3.5.6.7
4
3.5
1.2.4.6
7
2.3.5.6

2.4.6
1.3.5.7
2.4.6
2.3.4.5.6.7
2.4.6
1.3.5.7
1.2.3.4.5.6.7
1.2.3.4.5.6.7
1.3.5.7
1.2.3.4.5.6.7
1.2.3.4.5.6.7
1.6
2.3.4.5.7
2.4.6
2.4.6

1.3.5.7
2.4.6
1.3.5.7
2.4.6
1.2.3.4.5.6.7
2.4.6
1.3.5.7
1.3.5.7
1.2.3.4.5.6.7
1.2.3.4.5.6.7
1.2.3.4.5.6.7
1.2.3.4.5.6.7
1.3.5
1.2.3.4.5.6.7
1.3.5.7

班期航线 班期航线班期航线

徐州-大阪
徐州-曼谷
徐州-暹粒
徐州-芽庄
徐州-香港
徐州-台北

徐州-呼和浩特
徐州-汕头
徐州-恩施
徐州-大理
徐州-石家庄
徐州-成都

徐州-大连

徐州-广州

徐州-连云港
(广州）
徐州-深圳

徐州-厦门

徐州-厦门
徐州-贵阳

徐州-丽江
徐州-重庆

徐州-昆明

徐州-桂林
徐州-沈阳

徐州-哈尔滨

徐州-乌鲁木齐
徐州-银川
徐州-三亚
徐州-泉州

徐州-南昌
徐州-珠海

注：1、航班时刻请以当日售票系统查为准。 2、香港 -徐州 -石家庄航线订票请登陆春秋航官网 http:
//www.ch.com/3、机场网址：http://www.xzairport.com?

公 告
省环境保护厅、 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将对全省省辖市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为便于广大市民参与监督， 督查组
于 2018年 11月 5日至 11月 9日
期间受理淮北市城市建成区内黑臭
水体方面的信访举报,市民可通过拨
打 举 报 电 话 (0551—62871455；
0551—62376218)或通过“城市水环
境公众参与” 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
（电话接听时间上午 08：30－12：00，
下午 13：00－17：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环境保护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8年11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桂英：

按照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皖 06 民终 735 号民事判
决书确认， 贵方欠我 150 万元，
现我将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皖 06 民终 735 号民事判
决书项下的债权即 150 万元全
部转让给了陈云星（身份证号码
34060219771111203X）， 请贵方自
接到此通知后，向陈云星履行还款
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李景光
2018年 11月 8日

公 告
淮北市凤凰山国有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位于黎苑二期 E组
E07东侧的黎苑游泳池，该建筑
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因保
管不善， 不慎丢失， 许可证编
号：2000—087。 特此声明作废。
如有异议请与淮北市规划局联
系 3183010，逾期 15天，将给予
出具证明。
淮北市凤凰山国有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5日

金方丽水园 2＃301 的业主朱明 、 武燕

0065510号维修基金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科蒙博卡羊绒服饰店

340603600031391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

作废。

朱梓馨 P340796505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

废。

代香莉、李祥好 00269433号购温哥华城锦

绣府邸 137—502室的购房发票遗失， 声明作

废。

淮北百隆架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吴硕 （现用名吴轩宇） 出生证遗失， 编号

J340755786，声明作废。

濉溪县张超糖食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

册号 340621600089955，声明作废。

淮北市家家乐超市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

册号 340600600266812，声明作废。

徐钧、 吴丽丽 00044972、00025239号购国

购广场 （商业）3＃A座—1717号房的购房发票

遗失，声明作废。

徐钧、吴丽丽 00044973号购国购广场（商

业）3＃A座—1718号房的购房发票遗失， 声明

作废。

徐钧、 吴丽丽 00044974、01251607号购国

购广场 （商业）3＃A座—1719号房的购房发票

遗失，声明作废。

徐钧、 吴丽丽 00044975、01251606号购国

购广场 （商业）3＃A座—1720号房的购房发票

遗失，声明作废。

徐钧、 吴丽丽 00044976、01251605号购国

购广场 （商业）3＃A座—1721号房的购房发票

遗失，声明作废。

肖赫 Q340785196号出生证遗失， 声明作

废。

淮北超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522689

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遗

失，发票代码：3400181130，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