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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山北路上跨符夹线立交工程
是我市重点工程项目，是原有东岗楼
立交桥的改造工程。 一年多时间过
去，工程进展情况如何？ 4月 12日，记
者来到工程施工现场进行了探访。

泉山北路上跨符夹线立交工程
北起东山路上的市供水总公司二水
厂位置， 南至古城东路以南下桥位
置，南北全长 2200米，主要是新建泉
山北路上跨主线桥， 建设 A、B、X、Y
四条匝道桥梁，其中主线桥长 940米、
匝道桥长 1013米。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民生东路与
东山路交叉口处， 只见东山路上，一
根根高耸的高架桥墩柱拔地而起，一
直向南延伸。 在施工方中铁二十四局
安徽公司泉山北路上跨符夹线立交
工程项目负责人吴大勇的带领下，记
者参观了整个项目施工工作面。

吴大勇告诉记者，整个施工工作
面大致分为符夹铁路以南片区、符夹
铁路至东山路片区、东山路片区三个
片区。 在东山路片区，记者看到，高架
桥的桥面已经雏形初显， 长达 200余

米的桥面，已经基本完成预制梁和墩
柱的架设任务，工人正在桥面上焊接
钢筋、支立模板，为下一步预制梁之
间的湿接缝浇注工作做准备。

随后，记者来到东岗楼立交桥的
淮海路主桥面上，在这里，符夹铁路
以南片区和符夹铁路至东山路片区
两个片区的施工现场尽收眼底。 往南
望去，只见符夹铁路以南片区的主线
桥桥面已经建设完成至符夹铁路的
位置。 往北望去，则是符夹铁路至东
山路片区，这里也是当前施工最为繁
忙的区域，大量的施工人员正在忙着
绑扎钢筋、支立模板，进行高架桥的
墩柱和盖梁等主体结构施工，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我们一直在赶进度、 抓质量，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 ”吴大勇说，公司高
层十分重视项目建设， 项目部已派驻
管理人员 20余人， 进场工人 120余
人，投入吊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十余
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尽快给市民提
供一个舒适畅通的出行环境， 施工方
实行分段分块平行作业法， 同时不断
调整作业时间，增加人员设备投入，加
大现场管理力度，坚持 24小时轮班作
业，确保了工程整体进展顺利。
吴大勇表示，下一步，将集中优势

资源，科学制订施工方案，合理安排施
工计划， 不断强化施工管理， 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
提下，千方百计加快施工进度，争取今
年 6月实现主线桥通车目标。

只争朝夕奋战急
———泉山北路

上跨符夹线立交工程建设见闻

4月3日,一个寻常的工作日。 记者
一大早来到烈山区宋疃镇和村时,发现
此地人潮涌动,好不热闹。

上午8时许, 在北京路与南外环交
叉口处,车辆停得满满当当。放眼望去,
路西侧数百亩梨园内,成片的梨花洁白
如雪,大片的桃花宛若彩霞,金黄色的
油菜花和浅紫色的二月兰相映成趣,把

和村装点得五彩斑斓,引来众多市民游
客前来踏青赏花。 梨园内铺设有蜿蜒
曲折的木质栈道, 人们可以穿梭其间,
观赏游览,甚有曲径通幽之感。

沿北京路向南走去,干净的柏油路
直通苹果广场, 吴陵沟内流水潺潺,远
处的农家院落红瓦白墙,沿着道路两旁
一字排开, 构成了一幅绿色田园风光
画,美不胜收。

“这里环境优美、设施完备,让我们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赏心悦目的美景,
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市民朱传秀今天
特地和徒步群的姐妹们相约来到和村,
一同踏青赏花。 她们一脚踏进梨园就
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中的相机拍照留
念。

和村位于宋疃镇政府北侧,农业生
态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梨园1200亩、桃
树600亩、苹果树1万亩,形成了春季花
香四溢、秋季硕果累累的天然美景。 近
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和
基础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烈山区的乡
村旅游异军突起。以村落为载体的乡村
游,既有传统的民俗文化,又融合了丰富
的农业资源,很受市场欢迎。 和村就是
全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代表之一。

和村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居全介
绍说,近年来,紧跟美丽乡村建设政策
东风,和村先后投入近2000万元,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美化村容村貌,先后对
村里六条主干道进行了拓宽, 铺设了
沥青,建设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观景

步道、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
打造了梨园、打麦场、磨园、荷塘石
山、苹果广场等一批主题鲜明且有特
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如今的和村,已经
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晌午时分,玩累了的游客就在附近
的农家乐安顿下来,品尝当地的特色美
食。 一些从合肥、徐州、蚌埠等地开车
来游玩的游客也陆续到来,小小的村落
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下一步, 和村将依托得天独厚的
农业资源优势,进一步唱响乡村旅游特
色品牌,扩大和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
动三产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
站在村口,李居全乐观地对记者描绘着
乡村振兴的梦想,眼里闪烁着光芒。

开启乡村振兴“金钥匙”
———宋疃镇和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一季度，全市各项贷款快
速增长，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大关，创
历史新高。据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数据，
至 3月末， 各项贷款余额 1014.55 亿
元， 较年初增加 70.42 亿元， 增长
7.46%；同比多增 44.76亿元。

今年以来， 我市金融工作继续坚
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引导督促各金融机构紧紧围绕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发展战略，不断加大
信贷投放， 让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 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力度。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人行淮
北市中心支行、 淮北银保监分局将
市内重点工程、 重大项目和优质企
业推介给金融机构， 引导督促金融
机构聚焦重大战略及 “四基一高一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向上争取
政策和资金支持。 按月通报全市金
融运行情况， 及时掌握并努力解决
金融机构在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督促金融机构不断提升金融服
务质效， 充分发挥金融对地方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

结合省、市“四送一服”活动，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市人行、 银保监等
部门，积极与淮北经济开发区、煤化工
基地及县区开发园区联系， 梳理有融
资需求企业， 组织各金融机构开展多
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 拓宽企业与
各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渠道， 进一步
缓解企业融资难题。4月 8日，在“践行
普惠金融 助力民企小微”的银企对接
会上，5家民营企业与中国农业银行淮

北分行现场签订贷款意向协议， 涉及
金额 2000万元。

我市还鼓励各金融机构针对我市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
中小企业情况，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及
担保方式，努力满足企业多样化、个性
化的融资需求。至 3月末，全市累计发
放税融通贷款 16.44亿元， 惠及企业
300余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抵质
押物不足的问题， 提高了企业贷款的
可获得性；累计为 1016户企业提供续
贷过桥资金 70.61亿元，降低了企业转
贷成本。

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市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大关

本报讯 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
今年 1至 2月份， 全市服务业发展开
局良好， 主要行业增速位次前移，呈
现稳中有进态势。

1至 2月份，全市规上服务业（不
包括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房地
产开发经营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5%，增速同比提高 0.1个百分点，居

全省第 7 位 ；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10.6%，居全省第 8位。其中，用于 GDP
核算的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22.3%，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 6.1个百分点，仅次于阜阳，居全
省第 2位，位次前移 2位；其他营利性
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3.8%，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 16.6个百分点， 居全
省第 2位，位次前移 8位；电信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1.5%，居全省第 9位。

全市服务业发展开局良好
主要行业增速位次前移

本报讯 4月 18日， 记者从市商
务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市累计实
现进出口 19653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2.1%，高出全省 13.2个百分点。 其中
出口 17932万美元，同比增长 18.1%；
进口 1721万美元， 同比增长 88%，进
出口增幅居全省第 7位。
年初，市商务局围绕“稳外贸”工

作要求和目标，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及时组织兑
现企业扶持资金，帮助进出口企业利

用政策扩大进出口业务，一季度全市
新增备案企业 24家，县区外向型经济
实力和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
此外， 市商务局做好第 29届华交

会和第 125届春季广交会各项参展工
作，引导企业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南
非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参展。对
企业参加境外展会的相关费用给予补
贴，对参加境外展会的企业，原则上按
1个展位费用和 2人参会费用给予最
高可达 30%的补贴。展品运输费给予最
高可达 30%补贴。对“一带一路”新兴市
场参展费用补贴比例提高到 80%。

一季度我市进出口 19653 万美元
同比增长22.1%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巩祥峰 魏平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淮北调查队
调查数据显示，3月份，我市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CPI） 为 102.4， 同比上涨
2.4%，涨幅比上月扩大 1.1个百分点，
与全省平均水平一致， 时隔 4个月再
次回到“2时代”。

从同比数据看，八大类价格“六涨
两降”，涨幅呈扩大趋势。 3月份，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4.9%， 涨幅较上月

扩大 4.0个百分点， 影响 CPI上涨约
1.50个百分点，是 CPI同比涨幅走高的
首要因素。其中，鲜菜、猪肉和鲜瓜果价
格分别上涨 16.2%、26.8%和 14.4%，三
项合计影响 CPI上约 1.22个百分点。
非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3%， 影响
CPI上涨约 0.90个百分点。 其中，衣着
类上涨 2.4%，居住价格上涨 1.4%，生活
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8%， 教育文化
和娱乐价格上涨 2.5%， 医疗保健价格
上涨 1.7%； 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下降

0.5%，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下降 0.7%。
从环比数据看，八大类价格“两涨

六降”，多数商品价格以降为主。 3月份，
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下降 0.2%， 其中，
鲜菜价格下降 7.4%， 影响 CPI下降约
0.28个百分点， 是影响食品烟酒类价格
下降的主因。 禽肉类价格下降 1.8%，水
产品价格下降 3.4%， 蛋类价格下降
4.0%，三项合计影响 CPI下降约 0.11个
百分点。受生猪价格上涨影响，3月份猪
肉价格涨幅明显，环比上涨 5.3%，影响

CPI上涨约 0.12个百分点。 在非食品烟
酒中，受冬季服装下市影响，衣着类价格
环比上涨 4.2%；因部分药品调价，医疗
保健价格上涨 0.4%；受节后旅游市场消
费减弱及电影票价下调影响，教育文化
和娱乐下降 2.3%，影响CPI总指数下降
0.28个百分点； 受节后部分商品和服务
价格回落以及 3.15工业品活动促销等
影响，居住、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均下降
0.3%，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 0.8%，其
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下降 0.6%。

3月份我市CPI 同比上涨 2.4%

4月17日，在濉溪县铁佛镇黄

集小学，学生们正在体验科技展

品。

当日，市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科

普惠民活动，通过科普大篷车、流

动科技馆进校园的方式，为基层送

上“科普大餐”，让学生亲身体验

小球运动、跳舞回形针、虚拟现实

体验等多种涉及光学、电磁学等学

科的科技展品，寓教于乐，普及科

学知识，增强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

■摄影 记者 梅月

科普活动
进校园

■记者 陈洪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杨朝龙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华寒

■记者 陈洪

■记者 吴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