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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抓住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气、分类
治气、 科技治气， 突出加强工业、扬
尘、机动车“三大污染源”治理。 加强
散煤和“散乱污企业”管控，加快清洁
能源替代，全面开展绿色施工，完善
重型柴油货车监管，持续开展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稳步改善，主要空气污染指标持续大
幅下降。

根据市环境监测部门提供的最新
统计， 今年 1月 1日至 5月 27日，全
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89天，

同比增加 3 天， 主要污染物 PM10、
PM2.5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103.4微克/
立方米、69.9微克/立方米， 臭氧日最
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值第 90 百分位数
为 148 微克/立方米，PM10、PM2.5 和
臭氧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4.1％、0％和
8.6％。 目前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好
转， 出现了令人欣喜的稳中向好趋
势。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市生态环境
局坚持以持续稳步改善水环境质量
为核心， 以河湖长制管理为抓手，大
力实施“水十条”，持续深入推进重拳
治水，广泛开展严重污染河流综合整
治、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饮用水环
境安全保障、良好水体保护，实施重
点工作进展月调度; 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 100％，第一季度 4个国控出
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考核要求，获得
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 600 万
元，补偿金额位居全省第三。 科学治
土，持续推进全域治土，大力实施土
壤环境监测预警、 土壤污染分类管
理、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积极推动
农用地、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调
查，开展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分， 涉重金属土壤污染源头预防，严
格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
安全监管，减少土壤污染存量，有效
防范风险。 1至 4月份，完成了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调查对象增补工作编制
布点方案，即将启动采样检测;与土壤
污染重点监管企业签订了土壤污染
防治责任书，督促企业开展土壤用地

风险评估和自行监测结果公示; 启动
7个疑似污染地块初步调查， 预计 6
月底前完成。

2019年以来， 全市生态环境执法
队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切实增强“当好环保铁军”的政治
意识， 全力发挥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排头兵 “和
“冲锋队”作用，科学运用移动执法新
手段新措施，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全面助推我市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今年前 4个月，全市共出动各
类环境执法入员 2700人次，同比增长
4.6％，检査各类污染源 860家次。 实施
环境行政处罚 38 件， 罚款金额达到
417.8586万元。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共筑碧水蓝天生态城

我市今年环境质量状况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公布第十届中华环境奖评选结
果的通知》，淮北市成功荣膺第十届中
华环境优秀奖， 成为安徽省唯一获此
殊荣的城市。

中华环境奖是由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设立的中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高的
社会性奖励， 该荣誉的取得是对淮北
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和褒
奖！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煤炭资源
枯竭，生态环境恶化，淮北市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
实施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工作， 坚定
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历
经多年实践探索， 淮北市采煤塌陷地
综合治理工作经历了一次次蝶变提
升，现已形成了“深改湖，浅造田，不深
不浅种藕莲”“稳建厂，沉修路，半稳半
沉栽上树”等 18种采煤塌陷区综合治

理模式。 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工作先
后经历了从早期的复垦整地优先发展
农业， 到后来的填充造地弥补建设用
地不足短板，再到近年来，淮北市委市
政府以绿金理念为指导， 确立中国碳
谷·绿金淮北发展战略，打造“一带双
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的城市特
色风貌， 推动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实
现新跨越。

截至目前， 全市已累计投入采煤
塌陷区综合治理资金 150 多亿元，共
治理塌陷区 18.63 万亩， 治理率达
53%，全国领先。共新增耕地 10.2万亩，
解决了 10 多万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
难题；新增建设用地 3.2万多亩，解决

了城市建设用地紧缺难题； 累计搬迁
采煤塌陷村庄 226个， 成功安置搬迁
群众约 20万人，实现了塌陷区人民的
安居梦；形成湖泊水域面积 4万多亩，
解决了淮水北调蓄水库容难题， 改善
了城市生态气候；努力打造南湖、乾隆
湖、中湖、东湖、北湖、朔西湖等六大塌
陷湖泊， 城市中心将逐步形成 100多
平方公里的中心湖泊带，淮北人民“拥
湖发展”的梦想正在从蓝图变成现实。

因此，淮北市被自然资源部作为唯
一推荐的候选单位参与中华环境奖的
申报评审工作。通过推荐、预审、初评、公
示（考察）、复评、审核等六大审核步骤，
淮北市脱颖而出，成功荣获这一殊荣。

淮北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实现新跨越

本报讯 6月 10日至 11日，市政
协主席谌伟带队，围绕“做大做强开
发区 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议政性
专题协商课题， 赴滁州市考察调研，
受到滁州市政协的热情接待。 市政协
副主席程晋明，淮北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宋伟参加考察。 滁州市政协主席汪
建中，副主席陈素云陪同调研。

考察组一行深入滁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苏滁现代产业园，参观考察
了隆基乐叶光伏、 惠科光电科技、博
西华家用电器、安徽开润、达亮电子、
胜华波汽车电器、 星恒电源等企业，
以及苏滁规划馆、 东升邻里中心，详
细了解滁州市推进园区建设、培育主
导产业、创新管理机制、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在 10日下午和 11日上午分别召
开的座谈会上，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苏滁现代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介绍
了园区规划、目标定位、产业发展、招
商引资等工作情况，双方围绕项目审

批、产城融合、产业培育、企业帮扶以
及如何吸引和鼓励高科技人才入园
创新创业等方面进行了互动交流。

谌伟对滁州市园区建设发展取
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园区发
展起点高、理念新、思路清、成效大、
前景好，很多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 谌伟希望考察组成员提高站
位，充分认识到本次协商议题成果对
做大做强开发区、助力淮北高质量转
型的重要意义，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开
展调查研究，切实把滁州市抓园区建
设发展的先进理念，抓发展、促改革、
强创新、 增活力的经验做法带回去，
总结好、提炼好；要发挥好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 转化好学习成果，撰
写好调研报告，着力找准制约我市开
发区发展的“栓塞”“梗阻”，提出务实
管用且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
建议，为高质量开好专题协商会打下
坚实基础。

市政协经济委、研究室，市编办、市
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淮北高新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谌伟率队赴滁州市
考察调研开发园区建设

本报讯 全市 230万亩小麦收割
基本完成， 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据市发改委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数据，截至 6月 11日，全社会累计收
购夏粮 6.04万吨。其中，首批 18个国
有粮食收购点收购夏粮 4.94万吨。

市振淮粮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是我市最大的国有粮食收储部门。 总
经理张新告诉记者，为迎接今年的夏
粮收购，他们腾仓 19.5 万吨，并在人
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做足了准备，
做到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停磅，随
到随收，最大限度缩短农民售粮等待
时间。 “收购中，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
政策，优质优价、劣质劣价、应收尽
收，不限收、不拒收。 同时按照国家政
策当日结算，隔日付款，坚决不打白
条。 ”

市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和夏
粮收购工作巡查组，按照领导带队包
片制度，深入县区镇村和各收购点巡
回检查， 指导夏粮收购工作。 6月 5

日，市政府领导在濉溪县南坪、双堆
集和市振淮粮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调研指导夏粮收购及夏收工作，并提
出具体指导意见。 6月 2日，市发改委
负责人率组深入烈山区古饶镇以及
粮食收购企业闸河、马桥、宋疃粮库
一线督查夏粮收购工作。

据了解，我市及早为夏粮收购做
足了准备工作。 加大粮食去库存销售
力度，准备空仓容 80万吨，其中市县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完好空仓 60万吨、
中储粮 15万吨、中央省直企业仓容 5
万吨，满足全市夏粮收购需要。 全面
检修配备现有库房设备，累计检定粮
食检验仪器、衡器 45多台件，维修粮
食输送机械 60台。抓好粮食库存安全
检查，开展保管质检和会统计购销业
务培训 150 次。

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还积极加
强与市农发行、市财政之间的沟通协
调，提早报送收购资金需求计划。 市
农发行筹备夏粮收购资金 20亿元。目
前，已累计发放收购资金贷款 1.77亿
元。

截至6月11日累计收购夏粮6.04万吨

我市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6月10日，民警在河边向学生宣传防溺水知识。

当日，杜集区矿山集派出所针对辖区采煤塌陷区水域较多和夏季溺水事故多发的

实际，提前组织民警走进辖区学校，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安全课，并把安全课堂

搬到河边，现场对学生开展溺水自救、落水救助和游泳技巧等安全教育，以提高孩子们

的自救互助能力。

■摄影 记者 梅月 通讯员 张子丹

民警支招防溺水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分别组织党员服务队活跃在田间地头，帮助孤寡老人、贫困户和缺

乏劳动力的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抢收小麦，服务“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上图：6月10日，相山公安分局党员民警在渠沟镇郭王村帮助无劳动力家庭户抢收小麦。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赵晓纯

下图：6月 8日，杜集区段园镇牛眠村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在帮助村民抢收小麦。
■摄影 通讯员 王圆圆

党员服务队田间助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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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任磊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胡巍

■记者 傅天一

■黄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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