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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亭的办公桌，简单又
简洁。 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
把三角尺、一块橡皮、一个笔
筒，笔筒里简单地放了几支铅
笔，桌子右上角叠放了几本水
文地质专业的书籍。 桌上的电
脑屏幕亮着，屏保闪烁着一行
字“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陈辉亭是淮北矿业集团
袁店一矿生产管理部主管技术
员，2011年大学毕业进入煤矿
工作近 10个年头，从籍籍无名
的“新兵蛋子”到 2018年淮北
矿业 “骨干青年标兵”， 再到

2019 年的“十佳毕业生”候选
人， 他用自己的成长故事诠释
了那句“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初入煤矿，陈辉亭被安排
到掘进区见习， 和所学的地质
专业关系不大。 每天的工作就
是开班前会、看守值班室，下井
的时候做得最多的就是跟在别
人后面贴反光贴。 一天、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一贴就是一
年。他迷茫过，也动摇过。难道
我一个正儿八经的理工科高材
生每天的工作就是贴反光贴？
偶然间， 他看到一个故事很受
启发， 一颗种子落到泥土里被
掩埋不见天日， 于是把根深深
地扎在泥土里， 拼命地从泥土
里汲取更多的养分， 经过漫长
的岁月，终于破土而出，快速成
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从那以后，

陈辉亭变得积极乐观起来，不
下井的时候就手不离卷，看书、
看图纸、看措施，下井的时候虽
然还是贴反光贴，但是他会观
察研究，把书上学来的和井下
实际进行印证，不懂就问，问随
行的科区长、问技术员，还有老
工人。回忆起那段时光，陈辉亭
说，他坚信每一份隐忍，每一份
坚持都会获得回报。 由于热衷
学习、工作踏实，2012年，陈辉
亭被调入技术部门从事地测防
治水工作，走上了他的专业路。

地测防治水专业是矿井
安全生产的基础，必须要做到
超前、精准，丝毫来不得一点差
错。因为热爱，所以专注。他珍
惜岗位，井下、会议室、办公室
各种场合总能看见他忙碌的身
影；他勤学好问，坚持到现场学

习，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向老
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请教，将
书本上、 图纸上的所学很好地
融入实践， 与他们一起解决工
作现场遇到的各种问题。 他给
自己提的要求是不仅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企业经济不
景气时期， 看着身边不少同事
纷纷跳槽离开煤矿， 他毅然扛
起别人卸下的担子，没叫过苦，
没喊过累， 始终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工作。 问他当时为什么选
择留下来， 他开玩笑地说，“你
听过熊瞎子掰玉米的故事吗？
我不想当熊瞎子， 我相信我选
择的就是最好的， 我相信守得
云开月自明”。他和同事们一起
研究生产技术上的难题， 为最
佳解决方案出谋划策。 他善学
善思，注重总结创新，坚持边学

习、边研究、边实践，练就了一
身好本领， 成为地测防治水专
业的青年佼佼者。 他全程参与
袁店一矿东翼大巷穿断层地面
综合治理工程， 解决了巷道水
害防治和过断层破碎带支护困
难的双重难题；编制了《袁店一
井煤矿含水层下 824工作面开
采设计》，为矿井多回收煤炭资
源 163.5万吨， 为矿井创造直
接经济效益 2600万元。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陈辉亭先后荣获袁店一矿 “五
好职工”“五星党员”“五好标
兵”等称号，2018年，他被授予
淮北矿业 “骨干青年标兵”殊
荣。近日，他又入选第十三届淮
北矿业集团“十佳毕业生”候选
人名单。

4月10日，工人在濉溪县

审计家属院改造项目现场施

工。

为进一步改善老旧小区居

民生活环境，完善城市配套功

能，提升城市环境质量，自

2017年起，濉溪县制定老旧小

区整治改造五年规划，针对辖

区符合标准的小区进行水、电、

气、管网疏通、绿化提升及屋面

整修等项目的施工作业。通过

改造，着力消除老旧小区安全

隐患，完善基本功能和公共配

套设施，有效提升小区品质。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本报讯 4月 14日,记者从市气象
台获悉,预计,本周(4月 15日—4月 21
日)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

步回升。其中 16日我市部分地区有雷
阵雨,并可能伴有雷暴、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21—22日我市
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最低气温 8℃
左右,最高气温29℃左右。

本报讯 日前,家住烈山
区望阳路的居民刘侠告诉记
者:“大街上没有乱扔的垃圾,
路面非常整洁。 家门口那些
占用公共场地经营的摊位被
取缔了, 城管队员经常来巡
查,有问题就现场解决,来往
的车辆通行顺畅, 生活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这是烈山区
通过设立 “城管民情室”,创
新城市管理方式, 提升为民
服务水平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 杨庄街道根
据市城管执法局深入推进
“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
项行动要求, 专门在辖区内
设立了“城管民情室”,把城
管执法队员姓名、联系方式、
工作职责、 服务范围等上墙
公布,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形
成新型执法格局和城市管理

网络, 切实提升城市管理精
细化水平。

据了解 ,“城管民情室”
设立之初, 市城管部门就定
下标准: 要为群众当好 “四
员”———执法员、 宣传员、协
调员和服务员。 市城管部门
抽调 1至 2名执法队员到社
区“城管民情室”,及时搜集
市民的投诉和意见, 迅速处
置城管执法领域的难点问
题, 提高城市管理的 “见管
率、管事率”。 执法队员定期
在社区内排查走访, 听取居
民诉求和对城市管理的意
见, 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
有难度的问题反馈至队部集
中力量解决。

31 岁的张鹏是杨庄街
道办第三居委会的 “片管
儿”,他对记者说:“前段时间,
胡同拐弯处横卧着的 3根废
弃电线杆成为路障, 影响出

行,居民意见很大。我了解情
况后, 很快从工地协调来吊
车和平板车, 对电线杆进行
清理,消除安全隐患,居民对
此很满意。 ”一年来,“城管民
情室” 已累计受理各类城市
管理方面投诉 206件, 制止
各类违法搭建 21起,拆除违
法建筑 420平方米, 铲除非
法张贴小广告 1300多处,协
助清理暴露垃圾 900余吨。

烈山区城管执法局负责
人告诉记者:“设立 ‘城管民
情室’,做到城管执法不出社
区、服务群众零距离,达到了
社区与执法部门、 管理与执
法互动互助的双赢局面。 今
后还应充分发挥 ‘城管民情
室’的宣传教育、管理协调、
防违控违、 便民服务四大功
能, 使城管执法深植社区,不
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
感。 ”

本报讯 坐117路公交的乘客注
意啦!从4月12日起公交117路延伸至
青龙山火车站。
据了解,117路公交首末站为恒基

城公交首末站、青龙山火车站。线路走
向凤凰山路、淮海路、孟山路、古城路、
相山路、迎宾路、望阳路、烈青路、S101
路。延长后沿途站点:恒基城公交首末
站、滨河花园、凤凰城、电厂、科委、快

乐真棒天骄店、东方百货、实验三小、
交警支队、交通医院、水务局、市政府、
世纪广场、兆基家居城、盛世商贸城、
锦绣和庄、实验高中、汽车城、仁和新
村、李桥子、向阳锅炉厂、煤杨新村、淮
北国家矿山公园、烈山区政府、傲景观
澜、望阳新村、吴山口村、选煤厂西门、
刘庄工业园、 烈山选煤厂、 选煤厂社
区、青龙山加油站、青龙山火车站(新
增)。线路延长了以后,往青龙山火车站
的乘客可以直接一趟车坐到地方。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医院肾内
科一位长期顽固性高血压的住院男
性患者被缓缓推进介入放射室，经
DSA血管造影方法明确诊断为左肾
动脉狭窄。这是该院肾内科和介入放
射科成立以来，首次确诊肾动脉狭窄
导致的继发性高血压病例。

据患者介绍， 他于 2001年因头
疼头晕发现了自己身患高血压，十多
年来辗转到多家医院看病，但血压一

直控制不好。 一周前头疼加重，血压
达到 240/110mmHg， 就来到县医院
住院。肾内科专家怀疑患者是肾动脉
狭窄导致的高血压症状， 于是采用
DSA 血管造影方法诊断并得到证
实。医院根据诊断结果还制定了治疗
方案———解除狭窄就可以控制血压。

“确诊首例肾动脉狭窄致继发性
高血压病例标志着肾内科诊断水平
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我院多学
科、多专业协作的结果。”县医院相关
负责人说。

日前，南黎派出所60多名民警来到淮北和佳医院接受了免

费体检。和佳医院面向基层民警举办“送健康”活动，免费为民警

进行彩超、心电图、胸片、血脂、血糖等项目检查，为民警健康保驾

护航。 ■摄影 记者 黄旭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有关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
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当债务
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致
使抵押物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
至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
由抵押物分离出的天然孳息以及
抵押人就抵押物可以收取的法定
孳息。

债务履行期满抵押权人未受
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
物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
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抵押物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
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
由债权人清偿。

假如您已申请并办理完毕住
房公积金贷款， 根据以上条款要
求，如您还款逾期，应采取相应措
施抓紧归还逾期贷款并加收逾期
利息， 如逾期连续 6个月不还贷
款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无法定继承
人、 受遗赠人、 监护人被刑事拘
留、 监禁而无代理人或法定继承
人、受遗赠人、监护人、代理人拒
绝履行合同中的未履行义务的，

其抵押物可通过拍卖、 变卖抵押
物或协议作价的方式依法处置抵
押物。

如果您没有能够及时地、足额
地偿还贷款本息，您就违反了《借
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约定，一
般采取的催收措施如下：

您会接到电话通知，或是上门
给您发出补付欠交贷款本息的通
知；如果您超过三个月，不履行还
款义务，您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
贷款人的合法权益，担保中心会给
您发出《催款通知函》，要求您偿还
逾期贷款并支付逾期期间的罚息；
如果在《催款通知函》确定的还款
期限期满时， 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处于阶段性担保期间的，担保中心
根据合同约定，终止《借款合同》及
《担保合同》，直接从阶段性担保人
账户中收回贷款本息；已落实正式
抵押的，担保中心将就抵押物的处
置与您达成协议， 如果协议不成，
担保中心将对您提起诉讼，对抵押
物进行处置， 处分抵押物所得价
款，用于偿还借款利息、罚息及本
金，同时，您还必须承担由此在而
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相
关费用。

淮北 117 路公交站点延长啦

本周我市气温回升
最高气温 29℃左右

濉溪县医院确诊首例
肾动脉狭窄致继发性高血压病例

贷款期间还款逾期或没有能力偿还，
抵押物如何处理？

老旧小区
改造惠民生

为民警健康护航

杨庄街道设立“城管民情室”

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记淮北矿业集团袁店一矿生产管理部主管技术员陈辉亭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李静

■记者 傅天一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李开鹏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张盼盼

■记者 陈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