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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0 日，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宰学明前
往濉溪县韩村镇育蕾学堂，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 教师节慰问活
动。
韩村镇育蕾学堂是一所寄宿制

民办小学，在校学生大部分为留守
儿童。宰学明心系学校发展和师生
的生活、工作、学习，连续五年前往
该校看望慰问广大师生，帮助协调
解决学校在办学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此次慰问，市纪委监委协调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为该校教师

送去慰问金共计 2万元。
慰问中，宰学明与该校师生共

同观看了文艺表演，并走进教室、宿
舍、食堂，与师生亲切交流，关心、了
解学校的日常运营情况，鼓励学生
珍惜学习机会，勤奋刻苦、天天向
上，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材。
宰学明肯定了该校的办学成

果，他指出，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
业，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对其
一生的发展都将产生巨大影响，希
望全体教职工能够一如既往地关爱
学生，多一些耐心、多一份呵护，在
学生的心中播下爱的种子，开出文
明之花、善良之花、感恩之花。

宰学明看望慰问韩村镇
育蕾学堂教师和留守儿童

本报讯 9 月 9 日，“庆祝新中
国七十华诞，弘扬新时代尊师风
尚”市特殊教育学校第 35 个教师
节庆祝活动暨表彰大会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顾文，副市长陈英
参加活动，并向坚守在教育战线的
教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送上真挚
的节日祝福。

顾文、陈英为学校 2018 至
2019 年度“优秀教师”“优秀教育
工作者”“优秀班主任”颁发荣誉
证书，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戒
骄戒躁，再接再厉、锐意进取。现

场，顾文向学校赠送了教师成长思
政书籍。

顾文一行参观了蒙氏教室、多
感官综合训练室、情景互动教室、音
乐干预和律动室，深入了解学校的
教学理念、课程设置，体会教师们在
教研方面的不断创新；走进书画室、
编织工艺室，欣赏师生们创作的剪
纸、水墨画、编织品，感受浓厚的校
园文化氛围。顾文一行还慰问了该
校“全国特教园丁奖”获得者金霞。

顾文指出，要以先进为榜样，发
扬爱岗敬业、踏实勤勉、奋勇争先的
工作作风，为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
北作出更大贡献。

顾文参加市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节庆祝活动

本报讯 9 月 9日下午，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香娥率队前往安徽
省地矿局325地质队开展调研活动。

张香娥一行听取了 325 地质队
关于队伍基本情况、地勘主业、事企
分离、职能拓展等方面的情况汇报。

张香娥对 325 地质队近年来的
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她指出，要
增强地质服务意识，主动与市直相

关部门对接，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加快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安
徽数据应用中心淮北分中心建设，
积极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支撑；强
化内部安全管理，确保保密工作抓
牢抓实。张香娥表示，市人大将继续
发挥职能作用，积极为 325 地质队
事业发展搭建平台，助力其为中国
碳谷·绿金淮北建设再立新功。

市人大城建环资委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张香娥调研 325 地质队

本报讯 9 月 10 日，杜集区召
开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
大会，对全区 90 名优秀教师、20 名
优秀教育工作者、10 名尊师重教先
进个人、10 名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进
行表彰。

大会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
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工作
中创新求发展、奋进创佳绩。要求
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先进为榜样，进
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忠于职
守、无私奉献，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崭新的风貌，开创全区教育工
作新局面。

杜集区表彰教育工作先进

“谁的一生都不会一帆风顺，都
会遇到或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只要
勇敢面对，就没有迈不过的坎。”9
月 9 日，在濉溪县双堆集镇张卫村
杨庄何翠玲的家中，她一面晾晒刚
刚摘下的辣椒，一面介绍自己的脱
贫故事……

10 年前，40 多岁的何翠玲和冯广
军夫妇在福州打工，因一起交通事故冯
广军身受重伤、双目失明，不仅失去了

劳动能力，日常生活还得由人照顾。从
此，照顾老人、抚养孩子、料理家务、农
业生产的活儿全落在何翠玲瘦弱的肩
上。
“那个时候日子过得难啊！”何

翠玲说，孩子上学要花钱、旧房子翻
新要用钱、治病借的钱还要还，为了
照顾爱人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守着
他、照顾他。何翠玲一度失去了生活
的信心，终日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盼
望着孩子早日长大成人，为她分担压
力。

2014年，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审
核等一系列程序，何翠玲家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从此一件件国家扶贫政策
的落地，让她看到了脱贫的希望、鼓起
了生活的信心。

如今，每天何翠玲骑着电瓶三轮
车，带着爱人下地管理庄稼，到承包
的卫生区域保洁，哼着小曲干着家
务。“2017 年俺就光荣脱贫了，‘脱贫
不脱政策’让俺更加体会到国家的扶
贫政策好！”掰着指头算着自己家的
收入账，微笑写在何翠玲的脸上。残

疾人补贴每月 66.66 元、护理费 60
元，公益岗位每月领取 800 元，每月
领取低保金 570 元，一次性特种种植
补贴 5000 元，同时还享受危房改造、
户改厕，并免交了合作医疗费个人部
分、家庭医生签约费。现在，何翠玲的
两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并建立了自
己的家庭，隔三差五还能送点食品和
零花钱。

冯广军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否则我这个家
庭哪有脱贫之日啊！”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
——濉溪县双堆集镇张卫村何翠玲勇面困境勤劳脱贫

淮海战役胜利后，淮北迎来了全境
解放。各级党委和政府随即领导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恢复发展生产和重
建家园的工作中去，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淮海战役期间，房屋毁坏、土地荒
芜，不少百姓流离失所。双堆集、青龙
集、李石林战场在淮北或毗邻淮北，黄
维兵团的 12 万余人，从 1948 年 11 月
23 日被围困到 12 月 15 日被消灭，在
以双堆集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地，扒
屋、拆桥、填沟，形成几里长的开阔地
带，防止人民解放军接近攻击。后来为
寻找吃、烧、用的东西，群众屋顶的茅草

都被掀得精光，地皮都被挖得翻转过来
了。

据当年参加救灾的人员回忆，战场
方圆 20 多公里，913 个村庄、5.6 万余
间房屋全部化为废墟。战场上，战沟如
网，树木毁光，到处可见死人、破军衣、
破武器。灾民回家后没有房屋，只好住
在战壕里，吃饭没有锅碗，只好用丢弃
的钢盔烧火做饭。

救济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
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49 年 1 月
20 日，豫皖苏三专署成立了生产救灾
委员会。在“救灾如救火”的精神指引
下，救委会日夜工作，各县党政机关全
力打扫战场，医治伤病员，掩埋尸体，收
缴散落的武器弹药，发放救济粮款。双
堆集战场，敌人尸横遍野，救委会花了
很大力量，组织人员日夜掩埋，前后达
半月之久。

政府调拨一批物资，搭庵盖棚，供
灾民度过寒冬。县、区干部背着米、扛着

面，迎着呼啸的北风、漫天的飞雪，到地
堡里、颓垣处寻找灾民，送去党和政府
的温暖。许多灾民流着激动的泪水说：
“共产党真是俺的救命恩人！”

接着，重建家园工作全面展开，苏
鲁豫皖几省支援战役余下的粮食大多
用于救灾。党和政府逐村逐户安置落
实，还帮助灾民建房屋，组织他们填平
战壕、弹坑，修整农田，做好春耕生产的
准备。为搞好春耕，党和政府及时发放
种子，运来耕牛和农具，帮助群众解决
了难题。
为度过春荒，淮北许多地方出现了

互救互济、亲帮亲、邻帮邻、有帮无、多帮
少、富济穷的现象。党和政府还组织群众
发展副业生产，提倡多种春白菜、南瓜、
扫帚苗及早熟庄稼，并发动儿童挖野菜，
以补粮食不足；鼓励农民做小买卖，搞短
途运输，开荒生产，同时号召勤俭节约，
严禁浪费。通过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俭
省节约及政府扶助，顺利地度过了春荒。

在生产中，掀起了代耕互助的生产
运动，开展了生产竞赛。县区干部和脱
产武装人员率先协助群众耕种，为军工
烈属代耕代种代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大家一条心，积极生产，
获得了解放后第一个丰收年。党和政府
拨专款组织群众疏沟挖渠，兴修水利，
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淮海战役结束后，各级注重防疫工

作，政府组织 6 个医疗队、4 个小型医
院巡回医疗，3 万多名病患得到治疗。
红十字会还派来人员，给战区 6万多人
注射疫苗。大战之后，没有疾病与瘟疫
流行，这也是个奇迹。
各级政府十分注意做好抚恤工作。

战役期间，豫皖苏三分区民工有 100 多
人牺牲。各县按照相关规定，对凡民工
支前在前线牺牲者，一律按烈士待遇；
受伤致残者，一律按荣誉军人待遇；民
工支前在后方服务牺牲者，亦按烈士待
遇。

众志成城 重建家园

位于杜集区矿山集街道南

山源家庭农场梨园的蜜梨日前

迎来大丰收，果大、皮薄，甜美、

多汁，很受消费者欢迎。

■摄影 记者 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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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2019年 9月 20日 9：00，
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竞价大厅和中拍协网络拍卖
平台 ，对如下标的进行网络拍
卖 。

一、拍卖标的：打印机、冰箱、
消毒柜、饮水机等一批物资（详见
清单）。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
起至拍卖日前一天，在标的物所在
地进行展示。

三、竞买登记：有意竞买者，请
持 1.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或法人证
照或委托代理手续原件及其复印
件；2.竞买保证金伍仟元（账户名
称：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 ：34001646108053009649； 开户
行：建设银行西城支行）；3.报名资
料费伍佰元，于 2019年 9月 19日
16:00前， 到淮北市产权交易中心
办理有关手续。

四、其它事宜 :详见淮北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网址：http：//
ggzy.huaibei.gov.cn)

未尽事宜，欢迎垂询。
周先生： 3060259 市人民路

189号
张先生：3807588 13965882788

市鹰山北路 2号 1幢 112室
淮北市商务局

安徽信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拍卖公告

招聘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工程项目：安徽省淮北市长途客运中

心站汽车噪音、尾气污染防治整改项目
工程造价：约 140 余万
招标单位：安徽省淮北市汽车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徐先生
联系电话：0561—3220260
地址：安徽省淮北市濉溪路 177 号
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11—17 日（上

班时间）
报名资料：符合在淮北市公共交易资

源中心备案公司方可报名；营业执照、法
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被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

报名资料：资料加盖公章、档案袋密
封加盖公章送达。

淮北市汽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记者 商祥荣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申正亮 朱克良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范胜明

■记者 方芳 整理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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