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自全市开展创新发展行
动、创建省级创新型城市和绿金科创大
走廊建设以来，杜集区扎实有效推进科
技创新工作，推动“杜集制造”向“杜集
创造”转变。

做大做强高端装备制造基地。依托
矿机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和杜集经济开
发区，进一步向现代农业装备、电力机
械、环保设备、数控化装备、机器人、军
工机械等高端装备制造方向拓展。把矿
山机电装备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省
级），打造成国家级孵化器；发挥好安徽
省高端矿山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的优势，充分利用国家火炬高端矿山
装备特色产业基地平台，加快建设企业
加速器。以安徽矿机、山河装备等企业
为龙头，积极引进一批智能制造项目，
向研发设计和高端智能装备升级。依托

淮北北站，以龙山北路为轴，积极发展
科技研发、健康养老、休闲旅游等产业，
辐射带动高铁新区提档升级，破解杜集
“有区无城”现状。

紧抓朔西湖开发机遇，加快产城一
体发展，打造高新产业融合示范区。以
现有产业园区为载体，推进创新要素加
速集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总部经济。以创意设计、服
务外包、科技中介为重点，积极引进、培
育高端服务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
园区产业升级。建立“科技孵化 +创业
投资”“共性平台 +创新网络”等新型
孵化平台，为高成长性企业提供融资、
技术合作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围
绕功能定位，突出生态低碳、科技智能，
嵌入综合管理、便民服务、科技环保等
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形成
活力创新、生态优美、多元融合的智慧
型新区，打造享誉全国的郊野公园、健

康小镇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着重聚焦“四基一高一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制定招商政策、组织开展招
商。2018 年，全区上下积极“走出去”，
区几大班子领导率先垂范开展招商活
动，各招商团、载体单位积极外出招
商，洽谈对接项目，赴北京、江浙沪、广
州等地考察太平保险、广州宜居、中瑞
控股、绿城集团、晋工机械、悦城旅业
等 80 余家企业。重点洽谈通域钢构、
北京中科、国润机械、绿地文旅小镇、
朔西湖综合开发等 40 余个项目。在徐
州举办经济合作恳谈会，邀请徐州当地
50 余家企业参会，专题推介杜集区，截
至目前，已有近 10 家徐州企业签约落
户或意向落户杜集区；举办第五届段园
葡萄节投资说明会，会上成功签约项
目 14 个，协议投资总额达 120 亿元。
在融入绿金科创大走廊建设上，抢抓
“一站一湖一路”建设机遇，围绕高铁

新区、朔西湖开发、东部新城建设，不
断引进做实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
务业和商贸服务业。

积极强化政策支持，优化营商环
境，认真兑现奖励。紧扣“招大引强”
“招强引优”主题，在产业扶持、用地支
持、金融服务、招商奖励等方面，进行系
统梳理，形成政策叠加效应，重点支持
符合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
业项目。强化金融服务，发挥产业扶持
基金引导作用，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
期的投资基金体系，探索“基金 +基地
+产业 +项目”合作新模式，畅通企业
融资渠道。认真落实各项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创优“四最”营商环境，进一步完
善奖励机制，强化对落地重大项目的政
策支持力度，对新引进的、符合杜集区
主导产业的、能够引领创新发展和转型
升级的亿元以上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
资金奖励，用于支持项目建设。

扎实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工作

杜集区推动“制造”向“创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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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
少年赛（安徽淮北分站赛）在市体
育馆开赛。市领导顾文、任东、陈
英、钱丹婴出席开幕式。

大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省体
育局和市政府联合主办。开幕式
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顾文，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任东为
全国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揭牌。

副市长陈英在致辞时说，近年
来，我市稳步建设体育强市，推动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

调发展，成功承办多项国家级体育
赛事。作为全国羽毛球后备人才基
地，今年我市还将承办全国羽毛球
后备人才基地羽毛球比赛决赛、全
国 U15—16 羽毛球比赛总决赛等
国家级赛事，广大群众在体育运动
中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
步增强。本次大赛的举办，不仅促
进了淮北与各省市的合作交流，还
促进了体育与城市、运动与休闲有
机融合。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
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能够通过
大赛感受到淮北人民的友好与热
情，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与活
力。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青少年赛在淮开赛

本报讯 7 月 11 日上午，我市
召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钱界
殊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章银发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 2018 年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总结和 2019 年工作计
划。

钱界殊指出，建设法治淮北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责任，
是保障淮北转型崛起的重要举措，
是实现工作争先进位的必然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准确把握各项工作要求，
增强法治淮北建设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要严格履职尽责，盯紧抓牢
法治淮北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难点
工作，对照标准全覆盖，注重统筹
协调一体化推进，以示范创建活动
为抓手打造法治政府，着力抓好
“三重”“三创”，做到补短板，树
品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压实
责任，落实工作制度和工作保障，
增强法治建设队伍的执行力和工
作时效性。

章银发就法治淮北建设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市召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

本报讯 7 月 9 日，经国家住
建部、省住建厅联合专家组严格
核验，我市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
平台顺利通过验收并获得 “优
秀”等次，成为全省通过住建部验
收的第二家，标志着我市住房公
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服务水
平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验收过程中，部省联合专家
组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验等方
式，详细了解我市住房公积金运
行管理、信息化建设及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运营情况，逐一检查了
中心门户网站、网上办事大厅、手
机 APP、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
12329 热线、12329 短信和自助服

务终端等八大服务渠道，对我市
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给
予高度评价。该综合服务平台不
仅提供了信息查询、信息发布和
互动交流等线上服务，而且实现
了归集、提取、贷款等部分业务的
网上办理。
自 2017 年 11 月我市住房公

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初次上线以
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
“互联网 + 政务服务”“一网一
门一次”“最多跑一次”等工作要
求，高标准建设了新一代公积金
信息系统。在进一步简化业务办
理流程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服务
效能，实现了常规业务的网上办
理，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

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
以“优秀”等次通过国家验收

新闻宣传思想工作专业性很强，

没有几把刷子是干不了的，没有高素

质、好把式、真功夫是干不出漂亮活

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力”，为

新闻工作者提高本领能力指明了努

力方向。为进一步提高淮北日报社新

闻工作者综合素质，提升新闻宣传思

想工作的水平，计划开展一次新闻大

赛活动。

一、新闻大赛主题：践行“四力”
要求 锻造新闻队伍

二、主办单位：淮北日报社
三、征文内容：

立足“讲述好故事，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三农”工
作、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脱贫、环
境保护、文明创建、党的建设等重点
工作进行报道。提倡深入基层，从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挖掘一批主题鲜
明、导向突出、事件鲜活有温度的稿
件。

四、稿件要求

来稿要求新闻来自基层一线，现
场感强；导向正确，充满正能量；新闻
为作者本人亲自采写、拍摄。

文字新闻体裁为消息或通讯，现
场感强，生动简练，结构清晰，主题突
出，角度新颖，稿件字数一般在

500-1500 字左右。
图片新闻要求事件真实、现场抓

拍，主题鲜明、时效性强，构图新颖、
取景独特、瞬间动人。

现场短视频要求长 2-3 分钟，画
面清晰、曝光准确、色彩无失真、构图
美观、镜头稳定；结构流畅，配乐得
当，字幕规范，无跳轴夹帧等瑕疵；紧
扣主题、立意鲜明、健康积极、富有感
染力、传播力度高、社会影响力好。

五、大赛时间：2019年7月—12

月

六、参赛人员：淮北日报社全体
采编人员、报社基层通讯员

七、发表栏目：在《淮北日报》和

新媒体开设“华润安全杯”现场新
闻大赛征文栏目：践行 “四力”要
求、锻造新闻队伍，用以刊发征集作
品。

八、奖项设置：一等奖 3 件，二等
奖 6件，三等奖 9件，优秀奖若干。

记者的作品需传至采编平台，通
讯员的作品统一发至电子邮箱 zbh-
brb@163.com。

符合刊发要求的作品将在《淮北

日报》全媒体上刊发。征文结束后，由

专家团队进行评选，评出获奖作品，

并举办颁奖仪式。

淮北日报编辑部

2019年7月12日

“华润安全杯”现场新闻大赛启事

7月11日，相山区钟楼村的留守儿童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钟源阁红色文化博物馆。孩子们通过各展厅陈列的物品，深刻体验中国共产党的

光荣历史和奋斗历程，树立孩子们感恩党、感恩祖国，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信念。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留守娃参观红色文化博物馆

本报讯 7 月 11 日上午，我市
助力脱贫惠残扶持政策培训班开
班。全市各级残联近百名工作人
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天半，邀请

了人社、教育、民政等相关专业人
员，分别围绕就业扶持政策、残疾学

生教育资助政策、残疾人两项补贴
等进行解读。并以县区为单位，设置
分组讨论环节，让学员从“对本次
培训工作以及课程安排等方面提出
意见和建议”“目前所掌握的残疾
人群体存在的迫切需求”“本人在
开展残疾人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在今后工作中有何合理
建议和举措”方面，各抒己见。

全市助力脱贫惠残扶持政策
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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