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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2 日上午，我市
召开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和脱贫
攻坚推进会。副市长胡百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 淮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郁
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市双拥创建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解读了《安徽省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开展 2019
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的通知》。

胡百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快行动，

准确把握工作形势，凝聚双拥创建工
作强大合力；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
化措施、严格督查考核，切实把双拥
政策落实好、共建活动开展好、创建
氛围营造好，抓紧抓实双拥创建各项
工作。要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相
关单位和帮扶责任人要严格对标对
表，认真做好工作总结，高标准、高质
量做好做细各项准备工作；压实责
任，强化担当快落实，深入细致做好
自查自改工作，以求真务实的工作精
神、扎实的工作态度，持之以恒推动
脱贫攻坚提质增效。

我市召开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和脱贫攻坚推进会

本报讯 自 7 月开始，市市场
监管局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成品油
市场监督检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成品油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此次监督检查，重点严把市场
主体准入关、油品质量关、行为规范
关。通过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加强
加油站点日常监督检查，依法查处
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及出租、出
借、转让营业执照的行为，对在检查
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抄告相关职能部

门；加大对成品油质量抽检力度，禁
止加油站点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
油、柴油，对抽检不合格成品油依法
严厉查处，并将抽检结果及时向社
会进行公示；全面依法查处成品油
市场中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严厉
查处价格欺诈等弄虚作假、让人误
解的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依法查
处加油站点计量违法行为。
在实地监督检查中，工作人员

鼓励经营单位发现行业内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
映，要求经营单位做到守法诚信经
营，确保消费者用上放心油。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成品油市场监督检查

本报讯 8 月 10 日，受台风
“利奇马”影响，杜集区段园镇多处
配电网设备受损，国网淮北供电公
司段园供电所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
复供电工作。

据悉，抢修队员们冒着大雨大
风，紧张有序地摸查灾情、清理断杆
断线，及时清障修复，只为尽快为乡
亲们送上电。抢修队员经过十多个
小时的连续奋战，因台风受损的线
路全面恢复供电，高效率的工作作
风受到了段园镇群众的一致好评。

台风造成段园镇配网受损
淮北供电公司迅速抢险复电

本报讯 工行淮北分行进一步
坚守本源、突出主责主业，着力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不断提高服务客户意识，牵头
对信贷市场进行深入细致摸排，抓
好存量优质市场，积极推进已审批
项目的投放力度。紧紧抓住重点工
程建设项目这个“牛鼻子”，做好项

目资源储备和推进工作。
把握小额化发展方向，加强政

银担、税融通、网贷通、经营快贷等
优质信贷产品投放，注重对实质性
风险的把控，提高审批效率，完善尽
职免责等相关规定，通过正向激励
增强内生动力，构建普惠金融长效
发展机制。积极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发挥专业优势，突出“精准”导向，
努力实现涉农贷款、产业精准扶贫
贷款投放新的突破。

工行淮北分行
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本报讯 连日来，市领导宰学明、
朱浩东、顾文、钱界殊、任东分别开展夏
季“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工作
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为他们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怀。

7 月 31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宰学明来到南黎加油
站、淮北矿业集团杨庄煤矿综掘二区，
与一线员工深入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

工作、排班等情况，叮嘱他们一定要劳
逸结合、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最好的
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为企业与淮北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8 月 2 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朱浩东来到市开发区标准化厂房
二期 C标段陶铝新材料产业园施工现
场、淮北元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将防
暑降温物品送到一线工人手中，向他们
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要求企业时刻紧
绷安全生产弦，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为一线劳动者创造良好的作业环
境。

8 月 2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顾
文来到金域香苑项目工地、淮北铁务
段，看望慰问高温下奋战在一线的职
工，并将防暑降温物品送到他们手中。
顾文详细了解了工人们的生活起居、工
程施工进展等情况，对辛勤工作的劳动
者表示亲切慰问，叮嘱企业把职工的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确保安全生产落实到
位。

8 月 9 日下午，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钱界殊来到中铁 24 局泉山隧道项
目工地、完美生物科技公司建设工地，
向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送上防暑降温

物品，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以充沛的
体力和饱满的精力做好工作。要求相关
部门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落实各项防暑
降温措施，确保建设队伍始终保持旺盛
的战斗力。

7月 31 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统战部长任东先后来到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烈山区传化公路港，感谢一线
职工的辛勤付出，并送上防暑降温物
品，叮嘱大家高温季节一定要注意防暑
降温。相关单位和企业要全力做好安全
检查和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为广大职工
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市领导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

清凉送一线 关怀沁人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濉溪县按照
“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风险可掌
控、责任可追究”的基本原则，遵循“统
一应用系统、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追溯
信息”的建设思路，精心谋划、周密部
署，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民生
工程项目实施。

截至 8 月 8 日，12 套种植业快检
设备上传检测信息 11096 批；11 套畜

牧业快检设备上传检测信息 5959 批；2
套水产快检设备上传检测信息 603 批；
农产品快速检测合格率 100%；11 家
“三品一标”产品进入国家追溯平台实
现追溯；10 家规模以上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将投入品等和农产品信息上传至
国家或省级追溯平台。

濉溪县对农产品企业及大户进行
统计和汇总，建立监管台账，充分利用
建成的快检室对农产品企业及大户即
将上市的农产品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的
农产品准予上市销售。对需要进行深加
工的农产品，严格把控生产环节及生产
用料使用，防止劣质农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统一制作农产品质量安全民生工
程例行检测结果公示栏，各镇每月初在
公示栏张贴上月抽样地点、检测项目、

样品数量、不合格数量、合格率，全县检
测结果通过濉溪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发
布，引导广大群众安全消费，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结合绿色食品企业年检，经常性
开展辖区规模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产品
质量安全飞行检查，全县累计发放《绿
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
料使用准则》《濉溪县绿色食品生产
用药推荐名录》《国家禁限用农药名
录》等制度牌 350 块，《农产品生产记
录表》1210 份；填写濉溪县“三品一
标”认证企业现场检查综合意见表 34
份；检查中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22
条。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民生工程实施，促使“三品一

标”生产经营主体有效使用质量安全
追溯二维码标识标签，濉溪县产品信
息及时上传至国家追溯平台，产品实
现“带证上网、带码上线、带标上市”。
举办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民生工
程培训班，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工程的 11 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负责人为参训对象，重点讲解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产品二维码的
生成、省市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
程实施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
程实施单位提交验收资料明细、规范
设计绿色食品外包装、生产记录填写
注意事项等内容，加快构建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濉溪县加快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民生工程

护卫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月1日，相山区淮纺路小学邀请市红

十字会专业人员开展应急救急培训，切实提

高广大师生防范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淮纺路小学是我市首批安装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的学校之一，校园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建设平安、文

明、和谐校园奠定了扎实基础。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关磊

开展应急救急培训
筑牢校园安全

淮北市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公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
会保险问题的意见〉 的通知》（厅字
〔2019〕3号）精神，请我市以政府安排
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 认真
梳理个人 2019年 1月 21日前基本养
老和基本医疗保险欠缴、断缴情况，带

齐相关材料，及时申请补缴。
一、申请时间。自 2019年 7月 20

日起至 12月 31日截止。
二、申请地点。退役时符合政府安

排工作条件由淮北市安置的退役士
兵，入伍时户籍在我市辖区的，到入伍
时户籍所在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申请；户籍为外地的，到退役时落户
所在地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
请；入伍和退役时户籍均在外地的，到
相山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

三、申请所需材料

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
审表等入伍证明材料证件 （加盖档案

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
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

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
3. 身份证 （查验原件并交复印

件）；
4. 补缴社会保险申请办理表原

件；

5.社会保险缴费证明。 在多个地
区参保的， 需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
人帐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证明。

提醒事项:
1.重复缴费，不仅不能提高待遇，

还会增加个人负担。
2.2019年 12月 31日后不再受理

申请。
咨询电话：0561-6080279 （濉溪

县）、0561-3192019 （相山区）、0561-
4010089（杜集区）、0561-4088081（烈
山区）

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7月19日

■记者 黄旭 詹岩 王陈陈

傅天一 仲金金

实习生 黄曦 张佩佩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刘梧林 马祥文

■通讯员 青源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李川秀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许艳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密恒昕

实习生 黄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