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北市梅苑西路
（下穿符夹线铁路桥—濉溪路）路灯工程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场项目开标公告
2019年4月15日至4月19日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4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日期

周一 4.15

周一 4.15

周一 4.15

周一 4.15

周一 4.15

周一 4.15

周二 4.16

周二 4.16

周二 4.16

周二 4.16

周二 4.16

周二 4.16

周三 4.17

周三 4.17

周三 4.17

项目名称

淮北市安民路、龙发路交通设施工程

杜集区蔡祖路（K4+760～K8+360）路面大修工程

淮北市相山经济开发区环境检测项目

烈山石榴小镇主干道（X013）改造升级工程施工监理

淮北经济开发区威龙路和龙兴路绿化改造工程

全省城乡住建系统视频会议项目淮北分中心

淮北市人民医院进口超高清腹腔镜采购项目

龙山路（北外环路至青年路）绿化工程

淮北市濉河花园小学教学楼装饰工程

交易方式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建设（采购）单位

淮北市相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徽临涣工业园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淮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淮北市朔里镇人民政府

安徽淮北凤凰山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

淮北市教育局

淮北市相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

淮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安徽淮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淮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淮北市人民医院

淮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淮北市濉河花园小学

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人民政府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周三 4.17

周三 4.17

周四 4.18

周四 4.18

周四 4.18

周四 4.18

周四 4.18

周四 4.18

周四 4.18

周五 4.19

周五 4.19

周五 4.19

周五 4.19

周五 4.19

周五 4.19

周五 4.19

淮北市烈山区杨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救护车采购项目

淮北市公安局 Y-STRDNA数据库建库耗材采购项目

淮北经济开发区云龙路和龙旺路绿化改造工程监理

淮北新兴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维修改造工程

淮北市妇幼保健院一期改造绿化带升级项目

淮北开发区园区管理环卫作业车辆采购项目（二次）

2019年杜集区灾后水毁修复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工程

矿山集街道办事处南山拦水坝修缮工程

淮北经济开发区朱庄路、孟庄路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二次）

淮北市徐楼水厂柴油发电机工程

淮北市烈山区实验中学机器人创新实验室项目

询价

询价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询价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询价

网络竞价

烈山区杨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淮北市公安局

淮北市相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徽淮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淮北新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妇幼保健院

淮北开发区鑫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城市管理局

淮北市相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政府农林水利局

淮北市矿山集街道办事处

安徽淮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淮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淮北市烈山区妇幼保健生育服务中心

淮北市烈山区实验中学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淮北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相山区民生工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项目-长山小区
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

浓盐水零排放处理工程 EPCO总承包项目监理

淮北市教育局中招网上
志愿填报及录取平台开发项目（二次）
2019年相山区民生工程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改造项目-科苑小区

2019年渠沟镇人居
环境治理钟楼孔雀园周边硬化项目

2019年相山区民生工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项目-国际商城

淮北市城市管理局公共自行车
一期项目延续和四期项目建设

淮北市相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信息系统项目（三次）

淮北市烈山区妇幼保健生育服务中心
彩色多普勒诊断仪采购项目（三次）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原南校区土地使用权
及其房屋建筑物、地上附属物整体资产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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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SHISHI

■记者 郭方达

刘朝英，女，1959年2月出
生，重庆市北碚区东阳街道向阳
路居民。因罹患小儿麻痹症导致
下肢萎缩，刘朝英从小无法正常
行走，只能靠双手撑着小木凳艰
难前行。造化弄人，她的生活中

接连遭遇了父亲瘫痪、夫妻离异
等多重打击。后来，面对前夫瘫
痪，她却不计前嫌地承担起了照
顾他的责任。2017年12月，刘
朝英入选“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刘朝英
“长”在板凳上的女人新华社天津4月14日电 河北省唐

山市迁西县， 有一尊 10余米高的白色
纪念碑，一名战士形象巍然而立，望着
前方。 他注视的，正是引滦入津工程的
起点。

西流的滦水， 就是一座流动的丰
碑。

一湾水，两地情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 上
世纪 70年代， 天津城市生活和工农业
用水不足现象日益突出。由于超量抽取
地下水，造成大面积漏斗区，地面平均
每年以 80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

用水最紧张时， 市民只能喝苦咸
水。 据介绍，当时天津甚至制定了万不
得已情况下，工业分批停产和疏散城市
人口的应急预案。

1981年 8月召开的京津用水紧急
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引黄济津。 豫鲁冀
三省人民顾全大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
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最好的出路，“引
滦入津”工程雏形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 川流不息的滦河水，
自河北穿燕山余脉，循黎河水道，自潘
家口-大黑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 跨越
两百余公里流入天津。

1982年 5月 11日， 引滦入津工程
开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相连。

子弟兵，爱人民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已经 90
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师师长刘敏在接
受采访时说。

1982年 1月，刘敏所在的原铁八师
正式接到命令，参加引滦入津工程。 在
寒冷的冬季，部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 就打开了进入各个斜井口的通
道， 抢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平方米，比
预计准备工期快了 1个月。

施工期间， 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铁
八师编制撤销。 30多年过去，刘敏对于
部队“最后”一次任务，记忆犹新。

施工中，原计划通过 10余个隧洞增
大工作面来加快工程进度， 谁料地下情
况复杂，时常塌方，还牺牲了不少战士，废
弃两个隧洞后重凿新洞才能赶上进度。

铁八师正是负责其中引水隧洞的

关键部分， 而部队撤销的消息突如其
来，基层战士们一时难以接受，工程进
度大受影响。

部队和官兵将来怎么办？询问的信
件将刘敏的办公桌堆得满满当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好消
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战士都在天津
落户转业，并得到天津社会各界的广泛
支持。

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战士们，一下
子有了底气：有天津人民做后盾，什么
工程都不在话下。

1983年 9月 11日， 甘甜的滦河水
流入天津。 “吃水不忘挖井人”———许多
参与工程的战士就此留下， 成为天津
人。

绿山水，真金银

进入 21世纪后， 受铁矿石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响，黎河沿岸出现了大批的
采矿企业，当地山体植被遭到不同程度
破坏；为了增加收入，滦河沿线养殖业
悄然兴起。 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寻找保护环境与当地居民增收的
平衡点，成为区域流域管理的重难点。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沿线污

染治理力度， 加快实施上游潘家口-大
黑汀水库库区网箱养鱼清理工作。截至
2017年 5月，潘大水库网箱清理工作已
全部完成，共清理网箱 79575 个、库鱼
1.73亿斤。

记者了解，身处下游的于桥水库周
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南岸搬迁、退耕等
整治行动。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白庄子村的孙
大娘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按照土地征用
面积每年每户给予补偿，还组织集中种
植蓝莓、金银花等高产值作物，“现如今
环境更好了、收入更高了”。

2017年 6月，天津市正式与河北省
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
补偿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2016年
至 2018年，河北省、天津市各出资 3亿
元共同设立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
补偿资金，专项用于引滦入津水污染防
治工作。 此后，津冀两地还将持续探索
流域治理的区域协同新模式。

30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多重引水
工程的实施，滦河水已不再是天津唯一
的用水来源，但引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
的治理经验，在津冀人民心中，是一笔
珍贵而永久的财富。

“引滦入津”：一座流动的丰碑

4月13日，孩子们在军庄

镇孟悟村的千亩梨园里玩耍。

当日，北京市门头沟区军

庄镇举办了赏梨花活动，人们

来到太行山脚下的千亩梨园参

加赏花、骑行、慢跑、放风筝等

活动。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李欣

太行山下
赏梨花

新华社合肥4月14日电 记者
从安徽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获悉， 截至今年 3月
底，安徽一年多来共打掉涉黑涉恶
团伙 1182个，破获刑事案件 6765
起。扫黑除恶带动社会治安形势持
续好转，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
下降 7.3%，群众满意度达 94.5%。

创办武校、开设赌场、介入拆
迁，安徽省太和县人邢丙军、王成
斌十余年来笼络武术学校教练、学
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发展出以二人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动辄组织
数十人持械在公共场所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出手狠辣、称霸一方，共
造成 1人重伤、13人轻伤、多人轻
微伤，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
秩序。近期，该团伙被依法打击，邢
丙军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全部
财产，其他 51名同案犯分别获刑。

安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车建
军介绍，截至今年 3月 31日，全省
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1182 个，破
获刑事案件 6765起， 刑拘犯罪嫌
疑人 8135名，查封、冻结、扣押涉
案资产 20.33亿元。 提起公诉 495
件 3298 人， 已一审判决 325 件
2472 人， 二审判决 169 件 1514
人。

据了解，安徽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一年多来，带动了社会治安
形势持续好转，为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了良好环境。 去年全省刑事案
件、命案、八类暴力犯罪案件、“两
抢一盗”案件、可防性案件发案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7.3% 、10.6% 、
14.1%、19%、33.8%；十万人命案发
案数 0.419起；人民群众安全感达
96.91%、满意度达 94.52%。

安徽打掉
涉黑涉恶团伙 1182 个
刑事案件下降7.3%

茳茳茳上接第1版
探索区域信用合作也有进展，

我市与苏鲁豫皖八市签订劳动保
障监察联动协作协议书，实现信用
资源互用、“红名单”优势互享、“黑
名单”信息互限、异地联合执法互
助， 有效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
为。 加强与省内兄弟市合作，实现
与亳州市、 宿州市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当事人、海关失信企
业等“黑名单”信息共享交换。构建
了政府、 社会共同参与的跨部门、
跨领域的社会联防大格局。

我市还不断推进失信问题专项
治理。 扎实推进政府机构失信问题
专项治理，按照国家发改委、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要求，制定了《淮北市开展
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对各级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事

业单位、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等 4类主体进行全面筛查， 采取针
对性整改措施全部整改完毕。 积极
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
理， 市信用办、 人行淮北市中心支
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政府金
融办）、 市中级人民法院等部门建
立联动机制，制定查询事项目录和
措施清单，常态化抓好涉金融领域
失信问题监管。 抓好电子商务领域
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制定下发《关
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
设的实施意见》《淮北市 2018网络
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方
案》， 建立电子商务领域失信主体
“黑名单” 制度和淮北市电子商务
领域企业失信黑名单库，累计归集
信息 7000余条， 相关数据已全量
推送省平台。 截至目前，我市电子
商务领域黑名单已整治完成清零。

我市建立健全
信用联合奖惩运行机制

新华社洛杉矶 4月 13日电

美国航天企业斯特拉托发射系
统公司 13日发布公报说，由该
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顺利完成
了首次试飞。

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
托” 的双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
计， 拥有 6台发动机， 总重近
230吨，翼展约 117米。

美国西部时间 13 日 6 时
58分（北京时间 13日 21时 58
分），飞机从加州莫哈韦航空航
天港起飞， 在莫哈韦沙漠上空
飞行了两个半小时， 最高时速
达到每小时约 304公里， 最高
飞行海拔高度近 5200米，随后
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 安全
着陆。

公报说， 任务团队进行了
标准的飞行测试演练，执行了
各种飞行控制操作以校准速

度， 并测试飞行控制系统，包
括偏航机动飞行，俯冲、拉升
以及稳定航向侧滑等。 飞机在
最高超过 4500 米的海拔高度
进行了模拟着陆演练。 飞行员
在成功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
港之前评估了飞机性能和操
控品质。

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首
席执行官让·弗洛伊德表示，这
是一次美妙的首飞。 这次飞行
将公司的使命向前推进了一

步， 未来将为火箭地面发射系
统提供灵活的替代方案。

为争夺商业卫星发射市
场， 已故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
始人保罗·艾伦于 2011年创立
了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旨
在将飞机打造为火箭的空中发
射平台。据介绍，“斯特拉托”将
来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火箭从
地面升空， 作为一个移动发射
平台， 让火箭在高空点火、发
射、脱离大气层，并将卫星送入

轨道。 飞机的加强型中心机翼
可以支撑多枚运载火箭。 这种
做法较传统地面发射方式更准
确、快速，成本也更低。

美国航天局科学任务理事
会副主任托马斯·楚比兴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表示， 这架飞机
创立了新纪录， 此次首飞是斯
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任务团队
开创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未
来将前往太空边缘以及更远的
地方。

世界最大飞机顺利完成首次试飞

■记者 徐海涛

■记者 谭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