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我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成效。据初
步统计，目前全国 80%以上行政村
开展了清洁行动，11 个省区市通过
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省验收。

2018 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会同
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一系列文件、召
开多次会议，对学习推广浙江“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村庄清洁行动等进行专项部署。各
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安排 70 亿元中
央财政资金实施农村厕所革命整村
推进奖补政策，中央预算内投资 30
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整县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并且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明显的 19 个县给予激

励支持。
针对一些村庄环境脏乱差问

题，2018 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等 18 个部门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半年
来，先后打响了春节战役、春季战役
和夏季战役。全国 80%以上的村庄
已经开展了清洁行动，累计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 4000 多万吨、村沟村塘
淤泥 3000 多万吨，清除村内残垣断
壁 400 多万处。

各地因地制宜、真抓实干，广大
农民群众积极行动、全面参与。2018
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 1000 多万户，
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2019 年上半
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 5 万多座，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 8 万多座，新开工农村户
厕改造 1000 多万户，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各项重点任务正在稳步推进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0省区须注意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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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对接，积极做好
与河南省、江苏省以及安徽省交通部门
的对接，加快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港口
航道建设，缩短与淮河流域城市的时空
距离。在铁路方面，年底前开工建设淮
北—宿州—蚌埠城际铁路，打通淮北市
高铁南下通道，优化完善皖北铁路网布
局。在公路方面，推动淮徐快速通道和
徐淮阜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推进
皖北地区国省道建设和县乡公路改造，
加快构建快速便捷的公路交通网络。在
水运方面，疏浚萧濉新河、沱河、王引
河、老濉河，重点开发浍河航道，建设南
坪、韩村、青龙山港，提高水运通达能
力，通过淮河、京杭运河与长江航道衔

接，通江达海，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对接，与宿

州、徐州和商丘等周边城市建立各类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跨界污染纠纷协调处
理机制、环境监测设备及应急资源共享
机制等，加强区域跨界河流、大气污染综
合整治，开展区域秸秆禁烧联防联控。

多年致力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投入 22 亿元，启动了国家级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中湖治理工
程，变采煤沉陷区为承担淮水北调蓄水
重任、目前全国地级市中面积最大的人
工内湖；相继启动了东湖、南湖、乾隆
湖、凤栖湖、朔西湖等综合治理项目，变
采煤沉陷区为适宜健身休闲娱乐的城
区滨水公园，成功入围第十届中华环境
奖，南湖景区核心区跻身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累计治理采煤沉陷区 18.9 万

亩，治理率 53.1%。
强化旅游文化合作对接，深化与大

运河沿线城市的协作，共同将中国大运
河项目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编制《大运河淮北段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深挖柳孜运河遗
址等大运河历史文化价值，传承运河文
化和精神。整合文化资源，共塑大运河
文化品牌，加强与商丘、宿州、徐州、淮
安等城市的大运河遗产区、遗产点联动
保护开发。

树立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理念，积极
融入淮河流域旅游板块，在旅游线路、
客源市场、宣传促销等方面加大合作力
度，建立旅游发展战略联盟，打造精品
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淮河旅游知名度
和影响力。

强化科技与人才合作对接，以创建

省级创新型城市为引领，协同推进绿金
科创大走廊、东部科教新城、国家高新
区“三区联创”，下大力气狠抓上海交
大安徽（淮北）陶铝新材料研究院等创
新主平台建设。

支持创新型企业与上海大学、江南
大学等高校院所共建研发平台，已签订
产学研合作协议 132 项，组建产学研合
作实体 7 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
家，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打造“源创客”“梧桐树”等“双
创”孵化基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00多
个创新团队入驻、70多家风投机构参与
创新创业。深化人才合作，建立人才市场
信息交流平台，出台高层次人才引进办
法和培育计划，探索实施“人才储备金”
制度，吸引来自各地高层次人才 180余
人，实现区域人才资源互通共享。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 痰液、剩饭、潲水及花盆、铁
钳、锅铲不时“从天而降”，不仅威胁
市民生命安全， 还污染生态环境、危
害公共秩序，成为城市管理、社区治
理一大顽症。 各地援引法律、严肃惩
戒，加装监控、威慑预防，但有关事件
有增无减。

西安某小区近日还成立了一支

“妈妈防空队”， 对相关事件进行拍照
录像、留取证据等。据报道，这支“防空

队”已形成一定震慑力。这对我们的基
层组织和社区工作是一个启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 “最后一公里”，

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社区人口越来越多，楼房越
建越高， 社区治理水平也要更上一层
楼。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作，中共中
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
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充分调动
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可以说，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提高
社区治理能力，是根治高空抛物等“城
市病”的根本遵循。

妈妈们行动起来了， 基层党组织
与社区机构都要动起来。 城市管理和

服务力量要下沉， 尽快把工作重心转
移到基层组织建设上来， 转移到社区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工作上
来，从基层干起来，从居民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抓起来，建设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社区，对高空抛
物等不良行为釜底抽薪。 基层党组织
要敢担当、有作为，督促业主委员会和
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 依法保护业
主合法权益； 推进居务公开和民主管
理，发挥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的积极作
用，弘扬公序良俗；充分运用网上社交
平台，引导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
共事务，引导居民崇德向善；把居民维
护公共利益的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

系， 基层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纳
入绩效评议……总之，要通过法治、德
治、自治的有机融合去根治陋习。

“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城镇
化快速推进， 深刻改变我国城市社会
结构。 不少人未完全适应城市生活方
式，新型集体观念淡薄。某地陋习排行
榜中，高空抛物与乱扔垃圾齐名。在街
头乱扔垃圾的， 跟高空抛物的很可能
就是同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高层， 但是每
个人必然会从地面走过。 当你从楼下
走过时， 不妨想想上楼之后该遵循什
么样的行为准则。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高空抛物的拷问：
社区治理水平也要“上楼”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7月11日，“雪龙2”号停靠在江

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头。

当日，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

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

在上海正式交付，并将于今年底首航

南极，与“雪龙”号一起执行我国第

36次南极考察任务。

■摄影 新华社记者 丁汀

“雪龙 2”号交付
首航将直奔南极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针对
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及鄱阳湖部分水
系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黄河上游和
珠江流域西江发生洪水，水利部 11
日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江西、湖南、
广西等 10 个相关省区和社会公众
须注意防范。

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黄
河上游发生 2 次编号洪水，目前干
流兰州段流量超过警戒流量；珠江
流域西江发生 2019 年第 1 号洪水，
目前洪峰正由武宣江段向梧州江段

演进；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及鄱阳湖
部分水系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预计
12 日长江中游干流九江至鄱阳湖
湖口江段将超过警戒水位，这将是
今年汛期长江干流首次出现超警戒
水位。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青
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广西、广东、
江西、湖南、安徽、江苏等相关省区
和社会公众须注意防范。

据了解，针对汛情，水利部 7 月
10 日已将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Ⅲ级，在前期派出 4 个
工作组的基础上，已加派 3 个工作
组赴湖南、江西指导防御工作。

没有读完高中的女青年打算回乡投资电子商务，这件事在
她的朋友圈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干脆去炒房来钱快！”“你是
不是疯了？”……面对朋友与家人的劝阻，她的想法却没有动摇。
她叫罗翠美，仫佬族，1980 年 4 月生，广西罗城人，某电子商务公
司董事长。她不仅自己事业成功了，还帮近万户贫困户走上了致
富之路。2019 年 4 月，她入选“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罗翠美
昔日贫苦卖菜娃
今日成功企业家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成效

新华社合肥 7月 11日电 安徽
省从 7 月起正式启动“百医驻村”
专项行动，选派 100 名左右优秀骨
干医师，陆续深入无村医的农村开
展为期 2 年的驻村服务，助推健康
扶贫。

安徽从省属 17 家医疗机构选
派优秀骨干医师 50 人左右，深入无
村医的贫困村或非贫困村，每个村
卫生室派驻 1 人；从市级三级医院
再选派 50 人左右，重点驻村帮扶非
贫困村。

选派帮扶人员以全科医生、内

科、急诊内科、儿科、中医科中青年
技术骨干为主，全科医生优先。派驻
人员将履行村医职责，落实健康脱
贫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基本医疗服
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发挥好
“传、帮、带”作用，注重培养当地基
层医疗卫生人才，满足农村居民卫
生健康服务需求。同时培养锻炼复
合型卫生健康事业后备人才。

此次派驻人员采取组织动员、
自愿报名、单位推荐、逐级遴选的方
式产生。原则上每人驻村工作时间
为 2年。选派医生驻村期间，可任村
卫生室所在乡镇卫生院副院长，带
动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安徽选派百名骨干医师
驻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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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文静

■记者 刘诗平

■记者 鲍晓菁

声 明
徐敬凤 00010724号购淮北恒大名都二期商铺 7＃－商 7－109的

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徐敬凤 00010722号购淮北恒大名都二期商铺 7＃－商 7－108的

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乔洪兰、陈同玲 01284911号购首府小区 12＃2404号房的购房发

票遗失，声明作废。
吴飞 0000512373号淮北市矿工总医院安徽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遗失，声明作废。
安徽省宇凯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遗失，声明作废。
杜奇妙 O340892358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孙桂英 3406020015038320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公安局百善派出所遗失 715874569X、715874575X （X代

表校验位）号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张，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徐丹化妆品销售咨询服务部 92340603MA2NX62

C97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智慧城管微信举报平台 2019 年 6月份运行情况公示
一、总体情况

2019年 6月份，我市微信举报平台
共受理市民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投诉举
报 578件，截至月底，已办结 533件，办
结率 92.21 %，其余问题正在办理中。

二、奖励情况

本月参与举报问题用户 113人，奖
励 50人，奖励总金额 7000元。 请受到
奖励的用户于 7 月 20 日前持相关材
料到市城市管理监控中心（地址：人民
中路 316 号 市广电中心综合楼三楼，
电话：0561-2128888） 办理领奖事宜，
逾期不办理视为自动放弃。 具体情况
如下 （手机号码后括号内数字为举报
积分）：

一等奖 5 名(1-5 位)，每人奖励现
金 300元，手机号分别为：
132××××1299 (54),180××××8301(50),
139××××8736 (48),138××××8776(43),

153××××8766(39)。
二等奖 15 名(6-20 位)，每人奖励

现金 200元，手机号分别为: 132××××
1256 (38),132 ××××9957 (17),130 ××××
8823 (17),180 ××××7899 (17),133 ××××
1799 (17),138 ××××9902 (17),157 ××××
3441 (16),132 ××××3150 (16),132 ××××
9730 (16),156 ××××7196 (15),132 ××××
1946 (15),139 ××××0098 (15),130 ××××
8561 (14),150 ××××7672 (13),188 ××××
8153(12)。

三等奖 15名(21-35位)，每人奖励
现金 100元，手机号分别为: 138××××
4543 (9), 153××××0023 (4), 189××××
1317 (3),135 ××××0107 (3),189 ××××
0055 (3),176 ××××2088 (3),139 ××××
3878 (3),139 ××××0595 (3),180 ××××
9392 (2),131 ××××0899 (2),187 ××××
1129 (2),178 ××××5658 (2),159 ××××

7227 (2),150 ××××8522 (2),133 ××××
5216 (2),135 ××××8585 (1),151 ××××
6628 (1),187 ××××3766 (1),156 ××××
9828(1),153××××1300(1)。

参与奖 10 名， 每人奖励现金 50
元，在上述受奖用户外随机抽取，手机

号分别为: 151××××2420(1),139××××
9321 (1), 183××××8588 (1),150××××
3015 (1),136 ××××8312 (1),188 ××××
2877 (1),177 ××××3328 (1),133 ××××
7088 (1),139 ××××8129 (1),170 ××××
0298(1)。

三、问题类型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投诉举报，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微信投诉：可扫描此二维码，予以关注后选择
“投诉举报”模块按提示操作即可。

淮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7月11日

四、办理情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有效案卷数

259

202

96

8

8

4

1

大类种类

街面秩序

宣传广告

市容环境

施工管理

其他事件

公共设施

园林绿化

比率

44.81%

34.95%

16.61%

1.38%

1.38%

0.69%

0.17%

责任单位

立案数

办结数

未办结数

办结率

市住建局

6

6

0

100%

移动淮北分公司

1

1

0

100%

市民政局

1

1

0

100%

杜集区

21

20

1

95.24%

相山区

478

452

26

94.56%

市公安局

8

7

1

87.5%

市城管局

15

13

2

86.67%

烈山区

36

31

5

86.11%

濉溪县

6

5

1

8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