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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 9 月 24 日上午召
开的房展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淮北
市第十六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将于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市房产超市举
行。

本届房展会由市传媒中心、市房地
产业协会主办，淮北兆基家居协办，以
“绿金淮北宜居美城”为主题，旨在深
入贯彻落实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释放潜在的消
费需求，集中展示推介住宅楼盘、更新
居住理念，推动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为确保本届房展会取得圆满成
功，积极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市传媒
中心精心策划了七项精彩纷呈、亮点
突出、创意新颖的活动，力求打造一场
全方位高质量的房地产盛宴。

展会期间，市传媒中心将举办淮
北名房企短视频展播，制作推广各大
房企主题宣传短视频，全面展示房地
产领域贯彻落实中国碳谷·绿金淮北

战略的重要成果。搭建在线看房选房
平台，开办“雪纯带您看房产”栏目，
由主持人带领观众来到知名房企现
场，详细解读产品特色，与观众进行互
动，现场回答市民提出的问题。举办
“绿金淮北我的家”主题图片展，讴歌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我市建
市以来在生态文明、宜居美城等方面
取得的辉煌成就。制作参展房企品牌
logo 图片墙以及签名活动，宣传入驻
淮北知名房地产企业品牌，开展观众
现场签名以及小礼品赠送活动。组织
“我最喜爱的房型”有奖评选活动，展

示设计优秀的经典户型，引导住宅设
计先进理念，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居住需求。开展“购房现场抽奖”活
动，激活房地产市场氛围，激发群众购
房热情。举办淮北市第十六届房展会
开幕式和群众性文艺展演活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房展
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在房
展会开幕前，市传媒中心将全面启动
宣传活动，并启动楼盘巡展活动，深入
一县三区宣传我市楼市新政，把房源
政策送入百姓手中，达到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的理想效果。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淮北市第十六届房展会10月11日开幕

本报讯 9 月 26 日，市委第
一、第二巡察组分别向市财政局
（国资委）、市发改委（粮食和储
备局、能源局）党组反馈巡察情
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宰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宰学明指出，市财政局（国资
委）、市发改委（粮食和储备局、能
源局）作为政府的重要部门，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
用，两家单位的党组要强化全局意
识、宏观意识，充分意识到巡察是
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是坚持党要

管党，实现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
我净化的重要手段。

宰学明要求，要牢固树立“整
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的意
识，对巡察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
深刻反思。要坚持真整改、见实
效，对标对表、实事求是抓整改，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
做到统筹兼顾，将巡察整改与党
建工作、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步调
一致、相互促进。要强化问责追
责，领导干部要带头整改，“一把
手”负起总责，派驻纪检监察组要
履行好监督职责，对整改不到位、
敷衍塞责甚至虚假整改的，严肃
追究责任。

宰学明参加市委巡察市财政局（国
资委）、市发改委（粮食和储备局、
能源局）党组情况反馈会

本报讯 9月 26日下午，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晓武会
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等来
淮参会嘉宾。

李永舫等嘉宾将出席 27日召
开的淮北市中科院科技创新合作
对接会暨中科（淮北）产业技术研
究院揭牌仪式。

黄晓武说，近年来，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我市加快建设中国碳

谷·绿金淮北， 奋力推动高质量
转型崛起。 此次与中科院科技创
新合作必将成为淮北未来发展
重要支撑，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
合作，共同努力把淮北打造成苏
鲁豫皖四省交汇区域开放创新
新高地和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
发展样板区。

李永舫表示，淮北转型发展思
路清晰、举措务实、成效明显，愿为
淮北科技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浩东
参加会见。

本报讯 9 月 26 日上午，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顾文带队督查国庆安全
稳定工作。
顾文一行先后来到市博物馆、市

体育中心、国购广场、市广电中心等
处，实地察看微型消防站、网络文化经
营场所、电视播控中心等的筹备、运行
和应急值守情况。每到一处，顾文都向
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以“预
防为主、消除隐患”为目标，坚守岗

位、履职尽责，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
高安全防范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顾文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

当，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安
全管理规定，全面加强应急救援值班
值守工作。要加大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重要活动、重要场所监控防范力
度，积极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体局、市传
媒中心负责同志等参加督查。

本报讯 9 月 25 日下午，我市
2019 年选调生座谈会在市委党校召
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任
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东分析总结了我市目前在政治
生态、发展前景以及区位等方面所存
在的优势。他指出，我市正处于转型发
展的关键时期，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和
保障。青年学子选择成为选调生、选择
了淮北，在基层一线的广阔天地必将
大有可为。

任东还对选调生们表达了美好祝

愿，希望青年干部们能扎实走好工作岗
位的第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坚持党的
领导，始终对党忠诚、对事业忠诚、对同
志忠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同
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保持积极向
上的健康心态，克服眼高手低、片面偏
激、急躁随性等问题，勤学苦干、提高本
领，努力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奋斗不
止，做一个有家国情怀、为民情怀、淡泊
情怀的人，为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
加快转型崛起贡献力量，最终收获美满
的人生。

会上，往届选调生代表、2019 年选
调生学员代表分别作交流发言。

顾文带队督查
国庆安全稳定工作

我市召开 2019 年选调生座谈会

本报讯 9 月 25 日，我市发布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26 日晚，副
市长胡百平率队到我市部分电力
企业、建筑施工工地、机动车限行
区域，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夜查。

胡百平一行先后来到位于杨
庄矿的一家煤矸石电厂、碧桂园·
黄金时代建筑工地、我市机动车限
行区域、港利·上城国际三期建设

工地进行实地察看。经察看，煤矸
石电厂锅炉污染物烟尘排放达到
标准，碧桂园·黄金时代建筑工地
应急管控措施得到落实，港利·上
城国际三期建设工地有噪音扰民
情况，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

胡百平指出，环境问题关系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要严肃认真
对待，相关单位应严格执行重污染
天气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执行，保
证执行到位，确保环境质量和安
全。

我市夜查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

本报讯 9 月 25 日，“歌颂新
时代青春献祖国”艺术党课主题
实践活动，在相山公园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开放式党校举行。市政协
副主席王莉莉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由市文联、市文明
办、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
是全市上下特别是全市宣传战线
广大干部、全市文艺工作者喜庆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又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的一次生动实践。曾参加解放西藏
等战斗的老兵郝玉仁，曾参加抗美
援朝、核弹试验的老兵徐扣保，以
及中国好人、道德模范代表等受邀
来到现场。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快闪拉

开了活动序幕。舞蹈《壮士》表达了
战士们在祖国面临灾难之时的坚韧
刚强；朗诵《读中国》勾勒出一个历
史底蕴深厚、热情开放包容的大国
形象……最后，一首《歌唱祖国》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全体人员挥动
着手中的五星红旗，放声歌唱。

“歌颂新时代青春献祖国”
艺术党课主题实践活动举行

淮北市落实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1 批 2019年 9 月 26 日）

根据督察工作安排，省第一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
为 1 个月。进驻期间（2019 年 9 月
25 日—10 月 30 日）设立信访举报
电话:0561-3185399，专门邮政信
箱：安徽省淮北市 0007 号邮政信
箱。微信举报平台：安徽省生态环
保督察淮北信访举报。督察组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10 月 1 日至 7 日期间不受理电话
举报，邮政及微信举报正常受理。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工作
规定，督察组主要受理淮北市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
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淮北市处理。

公告

本报讯 “石榴文化旅游节期
间，游客和市民不仅可以购买到淮北
及全国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还能现场
品尝到各种的美食。”9月24日，记
者采访了中农联（淮北）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营销部策划总监，获悉，作
为淮北市第十届石榴文化旅游节主
要活动之一———特色农产品展销活
动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共有石
榴类、特色农产品类及美食类等 3
大类 53 个展位。作为活动的组织
者，连日来，中农联公司积极与烈

山区政府、榴园村委会多次对接，
对场地设置、安全、卫生等情况进
行部署安排。

据了解，在特色农产品展销活
动中，游客和市民不仅能购买到本
地的榴园石榴、和村苹果、晚秋黄
梨、黄营灵枣、相王御稻、石磨香油
等，还可以购买到南充的香菇、冬
菜、张飞牛肉，五华的蜂蜜、红薯
粉，山东水果萝卜，河南的胡辣汤
粉、绿豆粉皮，以及全国其他地区
的特色农产品。此外，中农联公司
还将提供 30 个美食展位，武汉热
干面、长沙臭豆腐、重庆酸辣粉等
各地有名小吃应有尽有。

特色农产品展销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石榴文化旅游节上美食多

本报讯 近日，相山区举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9 月 25 日上午，相山区举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新
中国史专题报告会，邀请专家作了题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走在大
路上》的专题辅导报告。

报告会上，专家从“我们走过的
路———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脚
下的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
们前进的路———而今迈步从头越”
三个方面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由诞
生、发展、壮大到建立新中国，以及
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革命
历程。
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的历史意义，全面把握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的科学方法，充分发
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积极作用，
把党史、新中国史中的经验智慧有机

融入到推进全区转型升级、项目建
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党的建设等
各项工作实践中，不断书写相山发展
的新篇章。

9 月 26 日上午，区委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先后前往相山烈士陵园、徐度乐事迹
纪念馆，集体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
党誓词，深刻感受老一辈优秀共产党
员对党无限忠诚、奉献毕生的信念和
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并召开集中研
讨交流会。

会议强调，要坚定“革命理想高
于天”的崇高信仰、树牢“六亿神州
尽舜尧”的群众观念、保持“而今迈
步从头越”的昂扬斗志、发扬“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为建设高
质量品质相山作出更大贡献。

相山区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记者 陈洪

实习生 周成杰

■首席记者 肖干

■记者 傅天一 实习生 唐修文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张纯一 朱雅楠

刘波 刘景昕

实习生 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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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B-
WX001

淮北市港利上城
国际小区三期与
隋唐运河古镇施
工工地，夜间施
工至凌晨 1 点至
2 点，并且半夜
有渣土车和水泥
搅拌车进出，噪
音扰民。

相山区 噪声

市住建
局，相山
区委、区
政府

李 公
峰 、胡
启 书 、
朱龙

黄晓武会见
中科院院士李永舫一行

■记者 吴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