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茳茳茳上接第1版 习近平充分肯定雄
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一枚印章
管到底”全贯通服务的做法。他指出，
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
通共用，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
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让群众少跑腿。在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部分进驻企业代表
围拢上来，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谈。他
强调，建设雄安新区，需要大批企业共
同参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
业，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北京企业，无
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符合
新区产业发展规划，我们都欢迎。希望
广大企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雄安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率先启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
境整治。16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千年
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区域，乘车
穿行林区察看林木长势，并在秀林驿
站结合展板听取雄安新区生态建设总
体情况和“千年秀林”区域植树造林
情况介绍，登上二层平台远眺林区全
貌，对他们运用科学方法植树造林、运
用信息化手段管林护林的做法表示赞
赏。他强调，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
区建设的一个新理念。良好生态环境
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千年大
计”，就要从“千年秀林”开始，努力接
续展开蓝绿交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优美画卷。他仔细询问参与造林护
林的村民工作和收入情况，叮嘱要吸
引当地农民积极参与，让农民从造林
护林中长久受益。

17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天津南开
大学考察调研。南开大学成立于 1919
年，是一所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名校。
习近平参观了校史展览，详细了解南开
大学历史沿革、学科建设、人才队伍、科
研创新等情况。习近平指出，学校是立
德树人的地方。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

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怀。高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
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
功。习近平同在现场的部分院士、专家
及中青年教师代表进行了交流。他指
出，专家型教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
力。要把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
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作为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始终抓紧
抓好。在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他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力争在原始创
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勇攀世界
科技高峰。他勉励师生们把学习奋斗的
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
起来，把小我融入大我，立志作出我们
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走出实验室，广
场上挤满了学生，大家高呼“总书记
好”、“总书记辛苦”，齐声高喊“爱我
中华、振兴中华”，还唱起《我和我的祖
国》。习近平同近处的同学亲切握手，
向远处的同学们招手致意。掌声、歌声、
欢呼声在校园里久久回荡。

随后，习近平来到天津和平区新兴
街朝阳里社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综合
办事大厅，了解社区网格化管理、基层
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习近平指出，社
区工作是具体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摸准居民群众各种需求，及时为社
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习近平
十分关心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他走
进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详细询问
社区在服务退役军人方面的具体做法。
他强调，成立退役军人事务机构，就是
要加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维护好，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
障好。朝阳里社区是全国首个社区志愿
者组织的发祥地。在社区志愿服务展

馆，习近平同志愿者们亲切交流。他强
调，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
道。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
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
用。

天津保留了大量别具风格的近代
建筑群落和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来到
位于河北区民族路的梁启超旧居，结合
展板听取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情
况介绍。他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天津港同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5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17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天津港码头，同现
场作业的工人亲切握手，了解港口码头
作业和自动化设备运行情况。他走进调
度指挥中心，通过大屏幕察看港口全
貌，结合实时数据展示听取天津港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情况介绍。习近平强
调，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
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要志在万里，努
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
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
“一带一路”。习近平指出，实体经济是
大国的根基，经济不能脱实向虚。要扭
住实体经济不放，继续不懈奋斗，扎扎
实实攀登世界高峰。

离开天津港，习近平来到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在协同创新展示
中心，习近平仔细观看“天河”系列超
级计算机、飞腾芯片、麒麟操作系统、人
工智能配电网带电作业机器人、无人机
集群智能控制系统等产品展示。习近平
强调，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
能转换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必须创
造条件、营造氛围，调动各方面创新积
极性，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
注创新，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
发。要深化科技园区体制机制创新，优
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在京科技服务资

源到园区投资或业务延伸，促进京津两
市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18 日上午，习近平乘车前往北京
城市副中心，并沿途察看“城市绿心”
植树造林地块。在市委办公楼主楼，习
近平通过设计模型和展板，详细了解副
中心重大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习
近平强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坚持
规划先行、质量第一。要把公共建筑与
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科学布局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使工作、居住、休闲、交
通、教育、医疗等有机衔接、便利快捷。
要把规划执行好、落实好，把蓝图变为
实景，使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这座千年
古都又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在北京市委办公楼主楼会议室，习
近平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河北
省委书记王东峰先后发言，就京津冀协
同发展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
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他强
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
想准备。过去的 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
总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
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

习近平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
出了 6 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紧紧抓住
“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更加讲究方式方
法，坚持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合，
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
力，稳妥有序推进实施。要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制
定有针对性的引导政策，同雄安新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合力。要立足北
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不断优化提
升首都核心功能。第二，保持历史耐心
和战略定力，高质量高标准推动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要把设计成果充分吸
收体现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保持规
划的严肃性和约束性，用法律法规确
保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打造一批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项
目，新开工建设一批交通、水利、公共
服务等重大基础配套设施，让社会各
界和新区百姓看到变化。要建设一支
政治过硬、专业过硬、能吃苦、富有开
拓创新精神的干部队伍，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第
三，以北京市级机关搬迁为契机，高质
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要
充分考虑搬迁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情况，研究出台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的政策举措，解决干部职工的后顾
之忧。要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配置
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功能，提
高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要推进
北京中心城区“老城重组”，优化北京
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提升北京市行
政管理效率和为中央政务服务的职
能。第四，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要
集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积极开展
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打造我国自
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
策源地。要立足于推进人流、物流、信
息流等要素市场一体化，推动交通一
体化。要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
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促进协同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第五，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
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要增加清
洁能源供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持之
以恒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建设，加快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第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要着力解决百姓关心、
涉及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优化
教育医疗资源布局。要加大力度推进
河北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发挥
好京津对口帮扶机制的作用，确保
2020 年京津冀地区贫困县全部摘帽。
要坚持就业优先，做好当地百姓就业
这篇文章。

韩正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
略思想，牢牢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这个“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取得新突破新成效。要完善政策、健全
机制，增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内生
动力。要坚持高质量高标准，规划建设
好北京新的“两翼”。要抓好跨区域重
大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创造便利条件。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

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乘电梯来到一
楼大厅，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对总书记报以热烈掌声。习近平向大家
频频挥手，动情地说，你们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为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
了贡献。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
建城立都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
大事，对新时代北京的发展是一个重大
机遇。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件大事办
好。希望大家以新办公区的新气象，在
各项工作中实现新的更大作为！离开
时，习近平同大家一一握手，掌声经久
不息。

丁薛祥、刘鹤、王勇、何立峰和徐匡
迪等分别陪同考察或出席座谈会，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
市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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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茳茳茳上接第1版
一年来，通过实施城区东部山场多

目标经营工程，我市对 6700 亩疏林及
裸露山场进行美化彩化提升。实施采石
塘口治理工程，使烈山、卧牛山、花山原
残破山体变成了美丽的风景线。规划了
南山森林康养基地，石质山绿化展示基
地、烈山石榴国家公园、相山国家森林
公园等建设项目。

相山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 1018.52
公顷，位于市建成区，属城市型森林公
园。今年 1 月 9 日，在国家级森林公园
设立评审会上，专家评委一致认为，相
山艰苦卓绝的造林精神价值，远超森林
植被资源的客观存在。公园森林资源形
成过程，充分体现淮北市遵循习近平总
书记的“两山理论”，致力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者；是不忘初心，发扬愚公
移山精神，“裸岩造林，荒坡变绿”的开
拓者；是关注人民福祉，培育社会正能
量的建设者。

当日，相山森林公园获评“国家级
森林公园”荣誉称号。

关键词：绿水

淮北因煤而建、缘煤而兴，建市以
来累计生产原煤 10 亿多吨。在为国家
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全市因
采煤塌陷土地 35 万亩，30 多万农民部

分或全部失去土地。
2009 年 3 月，我市被列为国家第二

批资源枯竭城市。
多年来，为了改善因采煤塌陷而破

坏的生态环境，我市数十年如一日，积
极推动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力量，努
力开展采煤塌陷区治理工作，共治理塌
陷区 18.2 万亩，搬迁村庄 275 个，实现
10 多万失地农民再就业，安置近 20 万
搬迁群众，实现采煤塌陷地变废为宝，
被联合国人居署誉为“土地再生的奇
迹”。通过生态修地，规划建设了南湖、
东湖等一批集地质景观、生态、休闲、亲
水等特色于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全力
打造“两山环绕、六湖珠连、城在山中、
水在城市”的山水生态城市。

尤其是过去一年里，河长、湖长制
等在全市全面落实。采煤沉陷区治理获
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充分肯定，我
市入围第十届中华环境奖。绿金湖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凤栖湖省级湿地公
园（试点）建设扎实推进。南湖湿地原
为煤矿采煤塌陷区，经过治理成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淮北矿区被列为全国矿
区生态示范区。集环境综合整治、集淮
水北调蓄水与城市中央湿地公园，生态
修复、资源保护、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
体的国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绿金湖治理项目基本完成，被列为国家
第三批 PPP 示范工程的同时，城市“拥

湖发展”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一年来，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全面

启动，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方面率先打
好标志性战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标率 100%，烈山、杜集片区污水
转输工程建成运营。《淮北市湿地保护
与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全市湿地保护
率达到 40%。老濉河水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全面完成，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新面貌。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正式启
动，在全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年度考核中，我市位居首位。

关键词：蓝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
统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
上。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年来，我市积极回
应群众绿色生态文明城市的强烈期盼，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城市建设和管理
的各个方面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保障群众环境利益为目标，以中央环保
督察问题整改和“回头看”活动为抓手，
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较好完成年度
工作任务，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一年来，《淮北市 2018 年大气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2018 年全市秸秆禁烧

工作实施方案》等接连出台，细化了 339
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加大对城市
建筑扬尘等大气污染突出问题整改力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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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打出组合拳。
建立全市大气网格化监测监管系统，污
染防治工作的科学性、精确性和有效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市夏、秋两季实现全
面零火点，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1.3％。

一年来，我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督查考核、加强投入保障、加强执法
监管，全力专题攻坚、解决难题，系统开
展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错峰、工地扬尘、
汽车尾气、饭店油烟、散煤治理、道路洒
水和湿扫等专项治理工作，城区烟花爆
竹禁燃成效明显，全年 PM2.5 平均浓度
为 58.4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11.9%。

一年来，我市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质
量板块摸排，与 7 家重点企业签订土壤
污染防治责任书，组织开展全市固体废
物专项检查与整治工作，全市水、土壤
等环境质量稳中有升。旺能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开工
建设，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足问题
将得到彻底解决。我市还入选全国建筑
垃圾治理试点城市等榜单，全面展示了
淮北的创新之美、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为加快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汇聚了
磅礴的绿色动能。

王婷婷，女，1989 年 8 月 15
日出生，生前是安徽省合肥市新
站区辖区茂腾有限公司职工。
2018 年 9 月，“准妈妈”王婷婷
不幸被诊断患了妊娠子痫，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家人代她做决定
捐出所有器官，帮素不相识的 5
人重获新生。2018 年 12 月，王
婷婷入选“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王婷婷

舍命生女后
捐献器官助 5人重获新生

1月18日，孩子们进行雪地

曲棍球比赛。

当日，一场以“欢乐迎冬奥

放飞冰雪梦”为主题的雪地趣味

运动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雪上

乐园举行。40多名即将放寒假的

小学生参加了雪地曲棍球、雪地

青春竞速、雪地足球等项目的比

赛，来感受冰雪健身运动的乐

趣。

■新华社发 摄影 郭晗

雪地运动会上
趣味浓

刘斌 3406030017059433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皖 FR1726车 QJBB1900861684号交强险标志遗失， 声明作

废。
皖 FL2775车交强险标志遗失，声明作废。
谢彤彤 N340450234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赵顺顺、陈小兰 00013363号购首府小区 08＃—1＃—1704号房

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王映、 王伟遗失骊景天成 C16—1—903 号房的购房发票

（00009296）及购房合同一份（备案号为 201401423），声明作废。
张芹英 3406030013021482 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 声明作

废。
徐驰骋 00013402、00013386号购首府小区 07＃—1＃—1101号

房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黄伟 201334110340621198605302052号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遗

失，声明作废。
淮北亿宁工矿设备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及刘洋法人章

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濉溪县濉城足球俱乐
部” 经我局依法审批成
立，登记注册。 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52340621MJA6864926，法
定代表人：徐强。 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特此公告

濉溪县民政局

2019年1月11日

公 告
淮北市中易物流有

限公司发生股权变更事
宜， 请相关债权债务方
于 90 天内即 2019 年 3
月 3日前向我公司进行
申报， 逾期视为自动放
弃。

联系电话：
0561—5251678
淮北市中易物流

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