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源水

管网末梢水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部分特价机票
航空公司

东方航空

四川航空

四川航空

南方航空

南方航空

桂林航空

桂林航空

桂林航空

四川航空

桂林航空

东方航空

桂林航空

南方航空

航班号

MU5489

3U8377

3U8813

CZ6538

CZ6436

GT1037

GT1037

GT1034

3U8807

GT1075

MU5490

GT1035

CZ6435

特价价格

190元起

160元起

160元起

100元起

100元起

340元起

550元起

300元起

310元起

310元起

320元起

480元起

520元起

折扣

2折起

1.7折起

1.7折起

1.1折起

1.1折起

3折起

2.2折起

2.2折起

2.3折起

2.2折起

3.6折起

4.2折起

4.6折起

航线

徐州-大连

徐州-恩施

徐州-大理

徐州-桂林

徐州-沈阳

徐州-重庆

徐州-南昌

徐州-厦门

注： 以上价格均不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税， 仅供参
考，实际价格请以当日电脑售票系统为准。 售票咨询电话
0516-85697999

声
明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北监管分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淮北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北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濉溪百善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34060020
许可证流水号：00527079
批准成立日期：2000-07-26

住所：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泗永路
南侧百善供销社大门东侧

邮政编码：235100
电话：0561-7121500
发证日期：2019-01-31

淮北市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公告（1月份）

淮北市供水总公司发布 2019年2月11日

名称 检测点 检测结果

一号泵房
六号泵房
任井泵房
车管所泵房
龙湖工业园
供电局小区

煤师院（新校区）
教育巷
交警支队
建委大院
温哥华城小区
新华巷
现代花园
相山区政府
黎苑二期小区
矿工医院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星
期二）上午 09 点 30 分在中拍协网络
平台举行“网络电子竞价”拍卖会。

一、标的 1: 受淮北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委托，拍卖报废办公用品一批，保
证金 500 元。标的 2：受杜集区杜集分
局委托，拍卖报废电动自行车一批，保
证金 1000 元。注：（实际数量以现场存
放数量为准）。

二、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拍卖
日前一天，在标的物存放地进行展示。

三、意向承租方须知
意向竞买人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 2019 年 2 月 18 日下午 16:00 时前
持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身份证（委托他
人竞买的需到报名现场签订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和竞
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淮北市宝盛拍卖
有限公司办理手续（未成交者，不计
息，退还保证金）。报名费：200 元。
咨询电话：13966116363 0561-3039879

地址：淮北市相山区源创客 10 号
楼C 01 室。

淮北市宝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2日

拍卖公告

声明
安徽星河建材科技产业园厂房转让后，款项将依法支付工

程款等相关费用。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安徽星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1日

淮北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J3660000715402 号开户许
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想 3406010015027136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董浩 00143830 号金水河畔（北区）28 幢 4 层 402 号房的

税收完税证明办证联遗失，声明作废。
宋欣怡 S340370996 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郑超 3406010012005102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力亮 3406030012002052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

废。
杨梅 3406030013026182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健、闫晓璇 10746136 号购运河人家 18 幢 904 预收款发
票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央末商贸有限公司 J3660004097101 号开户许可证遗
失，声明作废。

刘金龙 00048793 号购淮北恒大名都四期 30 号楼 1704 号
房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南京师范大学陈司 201969936807 号毕业就业协议书遗失，
声明作废。

皖 F93580 车交强险标志遗失，声明作废。
张俊熙Q340779874 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文谦

“我做的一切，源于女儿的病”
刘文谦，女，44岁，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贵阳中铁逸都

支行行长。 7年多来，她发起成立社区“残疾人康复之家”，为残
疾人及其家人义务服务上万人次；在她的倡议下，中国建设银
行还组建了“文谦公益”团队，吸纳 230 名志愿者成员，累计服
务逾千人次。 2018年 11月，刘文谦入选“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新华社北京 2月 11日电 春节消

费迎来“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春节
“黄金周”期间，我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销售突破 1万亿元，与此同时，银联网
络交易总金额也首次突破万亿级。 两
个 “万亿级” 既是我国消费实力的展
示，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不断扩
大对外开放的结果。

春节消费是观察中国消费实力的

一扇窗口，“黄金周” 的亮眼数据再次
印证了我国近 14亿人口大市场，以及
超 4亿中等收入群体“买买买”的巨大
潜力。 在消费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

主引擎的当下， 春节消费的劲风无疑
在 2019年开年之际吹来阵阵暖意。

春节消费强劲顺应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大势。 智利车厘子、美国干果、
法国红酒等更多“洋年货”飞入寻常百
姓家；观影、旅游已成为一些人过年的
“必选项目”， 春节期间电影票房超过
50亿元， 假期旅游收入 5139亿元，同
比增长 8.2%……从“有没有”到“好不
好”，从“吃得舒心”到“玩得开心”，消
费升级的背后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步伐。
春节消费强劲也得益于我国不断

扩大开放的努力。去年，我国举办了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关税总水平
降至 7.5%； 进出口通关时间压缩率超
过 50%；今年 1月 1日前，包括大量进
口食品在内的 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
暂定税率， 税率降幅最高超 50%……
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务实举措，既
满足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也为
世界带来互利共赢的机遇。

要让春节消费的劲风继续吹下

去， 还需不断努力推动形成更强大的
国内市场， 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基础性作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

一步挖掘消费增长点， 加大减税降费
力度提高百姓收入， 继续扩大开放市
场并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

新开年，新起点。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新起点上，我们要以更开放
的胸怀拥抱全球， 以更务实的举措深
化改革，撸起袖子加油干，让百姓品出
更多幸福的味道。

让消费“开门红”火下去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2月11日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行各

业的劳动者纷纷投入到繁忙的生产当中。

上图：在山东烟台一家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工

人在制造连续油管车。 ■新华社发 摄影 唐克

左下：江西省南丰县一家果业公司的工人在流水线

上忙碌。 ■新华社发 摄影 袁智

右下：江苏省泰州市一家公司的员工在工作。

■新华社发 摄影 杨玉岗

节后工作忙

新华社天津2月11日电 热闹非凡
的元宵节即将到来，这是农历新年的第
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看花灯，赏圆月
“一个都不能少”。 天文专家表示，今年
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已
连续三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

如此。到了 2020年，这一“纪录”将被打
破，这一年的元宵月是“十五的月亮十
六圆”。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
事赵之珩介绍，月亮圆缺变化一周为一
个“朔望月”，周期是 29．5天，这个月中
月亮最圆（即满月）的那天称“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差

180 度时，从地球上看，月亮与太阳处
在正好相对位置的时刻， 才能看到圆
月。但是，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
一个椭圆，最近时有 36 万千米，最远
时有 40 万千米， 由于万有引力的关
系， 近时走得快一些， 远时走得慢一
些。 由于月亮转动的 “步伐” 有快有
慢， 因此每个月 “望” 的时间也有差

异，农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都有
可能，其中，以十五、十六这两种情况
居多。

既然元宵月是“十五圆”，那么，什
么时候赏月最佳呢？ “只要天气晴朗，可
以选择在 18时 30分以后，此时的月亮
已经珠圆玉润， 皎洁明亮， 分外迷人
了。 ”赵之珩说。

今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3版时 事SH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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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润健

茳茳茳上接第1版 在农村，年内，
新增省级示范社 1家、 示范家庭
农场 1家，市级示范社 2家、示范
家庭农场 3家， 新增绿色食品认
证企业 7 家、产品 22 个，农业新
型示范经营主体培育力度和 “三
品一标” 农产品品牌创建工作成
效明显。

完善“服务链”，抓好落地项
目开工；聚焦“产业链”，抓好重点
项目签约；突出“信息链”，抓好招
商项目储备；强化“责任链”，抓好
考核调度， 这是相山区去年以来
创新实施的“四链结合”招商工作
法。 全年新签约德兰和创、嘉士利
食品等 39 个项目， 协议总投资
107亿元，与这一新方法的推进实
施关联紧密。改革、创新，始终是推
动全区发展的主题词。 2018年，相
山区聚焦发展短板、难点，先后制
定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
展非法集资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出台《促进相山经济
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增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动力；
区“六大中心”投入使用，互联网+
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稳步推进；出台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和征收工作动态考核办法及《相
山区招商项目预审办法》， 推行执
法部门行政执法情况通报制度。此
外，全区 4家公立医疗机构与市级
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实现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渠沟镇 13个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部完成。

空气清朗，河水清洌，乡村清
洁，漫步城乡，无不是一幅美丽的
发展新景。 去年以来，相山区聚焦
生态环境改善， 积极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 “百日攻坚” 行动， 全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8.7%，
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提高 11.3%；健

全三级河长、四级林长责任体系，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23.32%； 黑臭
水体治理力度同步加大， 辖区 5
条河流两岸附属物清理及河道清
淤疏浚已经完成。 城市基础设施
完善和乡村振兴工作实现新推
进，投资约 3100万元实施 23个老
旧小区改造和 4 条道路街巷整
治，5 个安置房项目竣工交付，改
造升级 7个农贸市场，桂苑路、勤
学路等城市断头路全面通车，城
区雨污分流改造加快推进， 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扎实推
进农村环境“三大革命”，开展农
村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完成改厕
3516户，张楼村、瓦房村美丽乡村
示范村顺利建成。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最根本的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去年以来，相山区累
计投入民生工程资金 19.15亿元，
全面完成 29项民生工程， 民生支
出占全区财政支出的 81.3%，民生
工程惠及辖区 41.8万群众。 落实
“1+15”配套政策文件，新增 44户
128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大力推
进健康相山建设，渠沟镇获评省级
健康小镇。投资 3491万元改造、新
建九一○学校、朝阳小学等 4所学
校教学楼。省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
的成功创建，获评全省群众安全感
测评第二名的好成绩，彰显了相山
区在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深化
平安相山建设中的新成果。值得一
提的是， 面对百年一遇的特大暴
雨，相山区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首要位置， 积极开展应急救援，
区财政拨付 850万元、募集社会捐
赠物资 400万元，有序推进灾后重
建及恢复生产，全区未发生水灾亡
人事件。综合减灾示范区创建工作
得到国家应急管理部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