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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8日，淮北代表团在
驻地审议大会六项报告决议草案后，参
加了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全
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大会六项报告决
议和省十三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
成人员人选名单。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
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安徽大剧院胜
利闭幕。

代表团团长、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黄晓武在上午召开的代

表团会议上指出，大会期间，淮北团
各位代表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饱满的
政治热情，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
参政议政，切实履行代表职责、行使
代表权利。 审议中，大家结合平时的
调查研究和工作实际提出了许多高
质量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
识，并从事关淮北经济社会全局以及
未来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 把握机
遇，建言献策，为大会圆满成功作出
了应有贡献。

大会期间， 代表们心系淮北发展，
关注民生民情， 共向大会提出议案 10
件、建议 51件，涉及财政支付、产业转
型、城际交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教
育医疗以及信用体系建设、人民调解工
作、 主流媒体融合等多个方面和领域，
议案建议总数为历次大会最多的一次。
其中，方宗泽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村
庄规划布点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建议》、汤忠喜等代表提出的《关于支
持淮北陶铝产业发展的建议》、 张雪梅
等代表提出的《关于给予淮北转型发展

政策支持 推进皖北地区协调发展的
建议》、 任笑媛等代表提出的 《关于制
定<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条例>的
议案》、胡溟遐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
城市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议案》等备受
关注。

大会闭幕后，代表们表示，将认真
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主动关注百姓生产
生活，积极反映基层群众呼声，为全面
开创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新局面建
言献策，为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
徽贡献更多力量。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淮北代表团向大会提出议案建议 61件
■记者 黄顺

1月18日，一艘艘游船泛波在翡翠般的人工湖湖面。

经过一个月的清淤治理，相山公园人工湖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湖水水体质量得到彻底改善，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荡舟戏水，赏景游玩。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碧波荡漾
人工湖

通过实施城市河水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宁王沟、跃进河、西流河等 7条
城市河道水体水质更清了，绿植更多了，
径流污染源更少了，呈现河畅、水清、岸
绿、 景美新面貌； 积极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 完成林业增绿增效工程 4.6万亩，相

山森林公园获评国家级森林公园； 组织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固废专
项检查与整治等行动， 秸秆禁烧实现零
火点，城区烟花爆竹禁燃成效明显……

2018年以来， 我市坚定不移践行
“两山”重要思想，坚定实施中国碳谷·
绿金淮北战略，努力把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到更高水平，宜居宜业的山水生态城
市风貌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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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林长：罗莉。 责任区域：新华
社区。 目标任务：实施老城区森林公园

建设、应绿尽绿、实现老城区森林公园
健康持续发展。 ”1月 15日，途经新华
巷的记者看到，绿植掩映下，“相山区西
街道林长制公示牌”惹人注目。

创新建立五级林长网格，打通落实
林长制“最后一公里”。 一年来，我市紧
扣“林”这个主题，紧盯“长”这个关键，
紧抓“制”这个落脚点，推动林长制各项
工作在全市落地生根。包括新华社区在
内，全市共设立五级林长 1549名，全市
林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促进了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工作的有效推进。
一年来， 我市以大地增绿、 林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重点，累计完成省下达的

4.6万亩营造林任务， 全市义务植树尽责
率达 90%， 市民生态文明意识明显提升。
相山区、烈山区、杜集区先后荣获省级森
林城市称号，烈山区烈山镇等 9个镇（街
道办）获评省级森林城镇，杜集区南山村
等 91个村荣获省级森林村庄称号，为申
报国家森林城市验收奠定了扎实基础。

一年来， 我市全面加强微森林绿地
建设，建设黎苑梦园、仁和公园、南黎公
园、东山公园、凤凰公园、迎宾游园等公
园绿地、人民路孟山路交口节点、龙昌路
游园、碱河路游园、迎宾游园等节点游园
60余个，城区景观质量进一步改善。

一城山水遍地锦绣
———我市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首席记者 肖干

本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淮北调
查队数据，在食品、服务项目、工业品
价格“三驾马车”全部上涨的强力推
动下 ，2018 年我市 CPI 同比上涨
2.2%， 较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高
0.1、0.2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涨幅
扩大 1.2个百分点，系近五年来首次
超“2”。 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2.2%，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1%， 工业品价
格上涨 2.0%。

从分类指数来看， 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项目价格全部上涨。 其中，食
品烟酒价格上涨 2.5%， 居住价格上
涨 2.5%，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3.2%， 这三大类涨幅位居前列；衣
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
别 上 涨 1.6% 、1.7% 、1.1% 、1.7% 、
0.7%。 各大类走势与全省平均水平
基本一致。

从影响因素来看，两大方面推高
价格总水平。一是 2017年自有住房、
家庭服务等部分服务项目涨价形成
的高翘尾因素影响 2018年价格总水
平走高。二是因当年 8月中旬温比亚
台风过境， 给我市造成严重洪涝灾
害，加上中秋国庆两节因素，导致食
品类价格环比同比涨幅较大， 影响
8、9、10三个月份 CPI同比分别上涨
2.7%、2.9%、2.7%。

2018年我市CPI
同比上涨 2.2%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杨朝龙

本报讯 2018 年以来， 烈山区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深入贯彻
省、 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打造新
亮点，持续、深入、全域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

全年共实施马桥、草庙、大何 3
个市级中心村和 1 个镇 （古饶镇）
提升项目建设， 涉及道路硬化、排
水、绿化、公厕、亮化等项目 25 个，
总投资 505 万元。其中，3 个市级中
心村安排项目 19 个， 总投资 300

万元 ; 古饶镇提升项目安排 6 个，
总投资 205 万元， 目前已全部建
成。

在实施过程中，烈山区注重整
合涉农项目资金优先支持美丽乡
村建设。 如 3 个市级中心村整合
改厕资金 105.6 万元改厕 880 户，
整合垃圾处理费用 77.3 万元用于
农村垃圾收运保洁。 积极争取体
彩资金 200 万元，修建马桥菜市场
及小商品市场。 后期还根据各镇
村美丽乡村建设及群众需求 ，又
追加投资 206 万元， 用于草庙村、
南园村、 谷山村新增休闲文化广
场等提升改造项目， 助推全区美
丽乡村建设再上新台阶。

烈山区加大资金投入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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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在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京津冀
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
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
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

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稳扎稳打，勇
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
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
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陪同考察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
市并出席座谈会。

隆冬时节的华北大地， 寒气袭人，
滴水成冰。 1月 16日至 18日，习近平
分别在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和省长许
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
记李鸿忠和市长张国清，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
宁陪同下，深入河北雄安新区、天津、北

京，实地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
16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河北雄

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 仔细听取新区总
体规划、政策体系及建设情况介绍，察看
启动区城市设计征集成果模型和即将启
动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展示。 他强调，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 新区首先就

要新在规划、建设的理念上，要体现出前
瞻性、引领性。 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 努力创造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习近平通过大屏幕
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建设工地现
场，向施工人员挥手致意，称赞他们是雄
安新区建设的开路先锋， 嘱咐他们科学

施工、注意安全、确保质量，按期完成任
务， 并向他们及全国奋战在一线的劳动
者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随后步行来到政务服务中
心，察看服务窗口，了解雄安新区深化
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工
作情况。

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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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8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安徽省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在安徽大剧院胜利闭幕。
谌伟、任东、陈英、王莉莉、朱先明、刘
添才、 程晋明等 19名住淮省政协委
员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返回淮
北。

会议期间，住淮省政协委员听取
和审议了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了省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省
政府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
有关报告；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
二次会议决议和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

住淮省政协委员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通过提交提案、分组讨论
等形式，认真履行职责，广泛协商

议政，积极建言献策。 谌伟委员和
任东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加快推
进淮北—宿州—蚌埠城际铁路项
目建设的建议》； 谌伟委员还提交
了《关于将淮北陶铝新材料纳入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予以支持
的建议》等。其他住淮省政协委员也
结合本职工作，积极提交提案，为加
快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鼓与
呼。

委员们表示，此次大会是一次
高举旗帜、坚定方向的大会，是一
次发扬民主、凝心聚力的大会。 今
后将牢牢把握人民政协的新方位
新使命，认真落实中共安徽省委的
要求和本次会议的决议，驰而不息
提升履职能力，不断增强履职的时
代性和实效性，以实际行动为加快
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和
中国碳谷·绿金淮北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住淮省政协委员圆满完成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各项任务
■记者 詹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