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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调整能源结构，推广清洁能
源的生产和使用； 优化煤炭使用
方式，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逐
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减少煤炭生产、使用、转化
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第三十三条 国家推行煤炭
洗选加工， 降低煤炭的硫分和灰
分，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
采。 新建煤矿应当同步建设配套
的煤炭洗选设施，使煤炭的硫分、

灰分含量达到规定标准； 已建成
的煤矿除所采煤炭属于低硫分、
低灰分或者根据已达标排放的燃
煤电厂要求不需要洗选的以外，
应当限期建成配套的煤炭洗选设
施。

禁止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
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

第三十四条 国家采取有利
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经济、技术
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洁净煤技
术的开发和推广。

国家鼓励煤矿企业等采用合
理、可行的技术措施，对煤层气进
行开采利用，对煤矸石进行综合利

用。 从事煤层气开采利用的，煤层
气排放应当符合有关标准规范。

第三十五条 国家禁止进
口、 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
的煤炭，鼓励燃用优质煤炭。

单位存放煤炭、 煤矸石、煤
渣、煤灰等物料，应当采取防燃措
施，防止大气污染。

第三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加强民用散
煤的管理， 禁止销售不符合民用
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 鼓励居民
燃用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 推广
节能环保型炉灶。

第三十七条 石油炼制企业

应当按照燃油质量标准生产燃油。
禁止进口、 销售和燃用不符

合质量标准的石油焦。
第三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

可以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 并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
求， 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范围。 高污染燃料的目录由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
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
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
改用天然气、 页岩气、 液化石油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第三十九条 城市建设应当
统筹规划，在燃煤供热地区，推进
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 在集中供
热管网覆盖地区，禁止新建、扩建
分散燃煤供热锅炉； 已建成的不
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应
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
拆除。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上
午 9：00 在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公开拍
卖四季榴园景区观光车三年期经营权：
具体包含：1、游客观光车 9 辆，2、二轮
自行车 30 辆，3、四轮自行车 18 辆。竞

买保证金 5万元。
一、标的展示：即日起至拍卖日前。
二、竞买登记：竞买人需具备场内机动车人员操作

证及相关资质。请于 2019 年 10 月 16日 16时前持：1、
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竞买的
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2、
竞拍保证金及资料费 200元至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咨询电话：18156110733、3885111
公司地址：市相山北路 56号（原市物价局）三楼

淮北市金瑞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9日

拍卖公告
经淮北市人民政府批准， 我局于

2019年 9月 7日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淮自然资规告字
[2019]9号），挂牌时间调整为 2019年 10
月 20日上午 9时至 2019年 10月 30日
上午 9时，报名截止日期调整为 2019年
10月 28日下午 17时 30分。其他事项不
变。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8日

变更公告
淮北祥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91340600MA2N185Q3F） 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已于 2019年 9
月 24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辛顺爱、
赵慧慧组成， 其中辛顺爱为清算组组
长，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淮北祥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8日

注销公告
李继 3406020015037446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丁啸昆 O340932226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成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高光辉 340602197409100011号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喜北、李倩倩 0584936号金方·丽水园 3＃—303号房的维修基金收据遗失，金额为 7568

元，声明作废。
张千慧 20181653195号淮北师范大学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冯军、张燕华 01760160号购温哥华城星月湖畔（北区）119—101号房的购房发票遗失，声

明作废。
胡蝶 20170304013号淮北师范大学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茳茳茳上接第1版 在淮北高铁
开通、 抗洪抢险救灾等重大主题报道
中， 淮北日报全媒体通过报纸专刊、网
络图文+视频直播、网站专题、两微一
端集中推送等形式，实现联动报道立体
呈现，让全市人民第一时间了解这一重
大新闻事实进展。

不仅如此，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
过程中，淮北日报社积极推进“走出去”
战略，代维运营网站、微信、微博等业
务。 目前，代维运营的网站、微博、微信
已超过 40个。与此同时，淮北日报社还
积极实施“请进来”战略，将新华社现场
云直播系统引入报社日常报道中，据统
计，截至目前，淮北日报社已累计使用
现场云进行直播 70场次， 累计浏览量
突破 350万。

媒体融合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新理
念、新平台、新技术的应用。淮北日报社
旗下报刊、 网站、 手机报、“两微一端”
等，已构成了跨媒体、多平台、数字化的
“全媒体矩阵”，以新颖、时尚、快捷的形
式，赢得读者和网友的关注。

从“相加”向“相融”转变，市广播电
视台也一直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壮大主
流舆论阵地。

近年来，市广播电视台重点提升了

“淮北直播”手机客户端的公众影响力，
完善了新媒体内部体制机制管理，采用
了市场化机制运营创收，优化了采编发
内容更新流程，提升了移动端产品的技
术保障能力、生产能力、聚合能力和传
播能力，大力推动了传播渠道的整合创
新。 统筹了淮北广播电视网、淮北广电
微信公众号、淮北广电抖音官方号等多
种信息手段，构建了广播电视网络“三
位一体”化协同传播平台，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

其中， 淮北直播 APP是市广播电
视台立足淮北本地打造的 “资讯+生
活”移动客户端，内设电视、广播、点播、
直播、资讯、圈子、城市生活、订阅号八
大板块。今年，淮北直播 APP着力丰富
了市内新闻资讯， 加强了市内资讯服
务，切实增强用户体验，凸显差异化竞
争优势， 把淮北直播 APP打造成淮北
受众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移动渠道之
一。

新成立的淮北市传媒中心全面“提
档升级”，它包括指挥中心、采集中心、
节目中心、 编辑中心和数字媒体中心。
指挥中心下设总编室和创新发展研究
室，它是“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发
布”的运行平台；采集中心下设时政新

闻部、社会新闻部、外宣新闻部、专刊新
闻部、摄影部；节目中心下设电视节目
部、广播传媒部、视觉专题部、大活动
办；编辑中心下设日报编辑部、网络编
辑部、印务部；数字媒体中心下设数字
传媒事业部、数字传媒运营部、智慧媒
体技术部。 原有的报纸、电视、广播、新
闻网站、微信、微博、绿金淮北客户端等
资源，将在这里进行整合、重组，实现新
闻素材的统一汇聚、新闻生产的资源共
享、运行流程的集中监管以及新媒体新
闻产品的融合发布，努力打造信息传播
更快、更及时、更有引导力的新闻宣传
体系。

守正创新：主旋律更加高昂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内容建设是根
本。 只有打造高质量的内容，才能真正
吸引受众。

我市主流媒体通过加强传播手段
和话语方式创新， 推出更多有思想、有
温度、有品质的融媒体精品力作，以更
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在互联网上做大做强正面宣传，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互联网
空间的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近年来，淮北日报社坚持“公众视
野、民生情怀”办报理念，紧紧抓住报纸
内容生产这一优势，主动适应互联网时
代读者阅读需求，改革采编机制，提升
编采水平，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导向意
识、责任意识跃然纸上，着力提升党报
舆论引导能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党报主流媒体优
势日益凸显。

2018年 1月 3日至 4日， 淮北普
降大雪。淮北日报社运用新华社现场云
图文直播平台， 对这场大雪进行了约
24小时的实时动态播报， 这是淮北市
历史上首次以直播形式记录大雪天气。
本次直播共发布图片 700 余张、 视频
50多段,浏览量突破 26万。

2017年 11月 14日， 中央文明办
公布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淮北
22年的文明城市之梦得以实现。 为了
做好这一重大主题事件的宣传报道，淮
北日报社采用组合拳方式，微信推送+
H5集中展现+报纸整版呈现，全方位、
多角度、深层次、渐进式表现这一重大
题材。 其中，淮北网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文章阅读量超过 10万，H5《淮北 22年
创城终圆梦》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
起强烈反响。

……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淮北日报社

的媒体融合发展， 实现了从 “跟跑”向
“领跑”的转变。

淮北新闻网先后荣获首届“安徽省
文明网站”等称号。 视频团队制作的微
电影、 公益短视频 《开往春天的巴士》
《人·鸟·家园》《传承》《我能听得见》《拿
破轮》等作品先后获得中国报业首届短
视频微电影大赛 “十佳” 微电影以及
2018年度安徽省原创网络视听节目一
等奖。

淮北日报社先后获得中报协
“2017—2018 年度中国报业新媒体创
新奖 30强”荣誉；在第十三届中国传媒
大会上， 还获得 “金长城传媒奖·2017
中国传媒融合发展十大传播力地市党
报”荣誉。 第三届中国报业新闻社会活
动融合发展论坛上，淮北日报社选送的
3D视频作品荣获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融合传播经典案例一等奖。在第五届
中国报业新媒体大会上，淮北日报社还
荣获 “2018年度中国报业融合发展优
秀案例”奖项，受到中国报业协会通报
表彰。

不仅如此，市广播电视台也坚持内
容为王，不断提升直播、短视频策划和

制作能力。
市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中心以淮北

直播 APP和淮北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为平台， 积极策划推出短视频产品，把
握新闻宣传主动权。 先后策划推出了
《我家的故事》《童言无忌》《雪纯小姐姐
的横店三日游》等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的系列精品短视频，打响了淮北广电短
视频品牌。

聚焦新闻事件，第一时间采访编发
各类新闻类短视频，突出时效性、传递
正能量、增强感染力。其中《男童意外昏
迷司机紧急救助》《暖心礼物致敬“最美
逆行者”》《女子与丈夫吵架开天然气自
杀 消防翻窗营救》等新闻短视频社会
反响强烈， 单条点击率超 10万+……
仅今年上半年，新媒体中心共编发各类
短视频 70多条，点击阅读量超 300万。
淮北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粉丝量实现
翻番。

扬帆新时代，“融”出新精彩。如今，
我市抢抓机遇，不断求索创新，整合淮
北日报社和淮北市广播电视台两家媒
体资源，组建淮北市传媒中心，积极推
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让主阵地更牢
固，让主旋律更响亮，让淮北好声音传
播得更远更快更好！

秋季天气渐凉，气候干燥，你的嘴
唇是否也干燥起皮？忍不住用舌头舔舐
或者用手撕扯， 只会对嘴唇造成伤害。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呵护嘴唇呢？

除了天气方面的因素，嘴唇干裂的
常见原因涵盖呼吸、饮食以及生活习惯

等多个方面。
比如有些人习惯用嘴呼吸，空气通过

口腔流动会使嘴唇水分流失，可试涂润唇
膏或者避免用嘴呼吸。 在饮食方面，柑橘
类水果里的酸性成分会刺激嘴唇，使其对
阳光敏感，导致干裂。此外，缺乏维生素也
会引起嘴干，某些维生素对保持嘴唇健康
状况很重要，包括维生素 A、B、C、B2及 E
等。 另外，服用某些药物也会导致嘴干。

与面部皮肤相比，唇部的皮肤没有
角质层以及脂质的存在，使得唇部皮肤

本身的保湿能力远远低于其他部位，同
时还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伤害。

唇部皮肤虽然脆弱， 但护理起来并
不复杂，成本也不高，不同润唇膏的成分
也有所不同。 有些相对高端的唇膏可能
会加入较多的亲脂性保湿因子，例如角鲨
烷，补充唇部皮肤所缺少的脂质；一些相
对低成本而安全的唇膏会加入凡士林，它
的主要作用是让皮肤形成一个保护层，锁
住水分，对外则形成封闭的保护层。因此，
买护唇膏不必选贵，适合自己就好。

对于外在原因引起的嘴唇干裂，润
唇膏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过度依
赖唇膏也不可取。 一些产品中的成分会
让唇部皮肤变得更干燥， 反复涂抹可能
导致嘴唇对唇膏产生依赖， 自身调节能
力降低。为保持嘴唇湿润，最好的办法就
是多喝水，并提高室内湿度。

对于身体原因引起的干裂可用食
疗。嘴唇干燥多是自身体内缺乏 B族维
生素， 可在饮食中多增加一些牛奶、绿
叶蔬菜、鱼、蛋等进行补充。

天气干燥 嘴唇也要呵护好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
10月 8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
征求意见。

今年 8月，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10月 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
法草案分为 7 章，包括总则，政务处分
种类和适用， 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处
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复核、申诉，
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66条。中国人大网
同时公开了关于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
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对违法

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监察法首次提出
政务处分概念， 并以其代替 “政纪处
分”， 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 制定政务处分法，将
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把法定对象
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
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惩戒职务
违法的严密法网， 有利于实现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规定处
分决定机关、单位包括任免机关、单位
和监察机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用和
责任；明确了党管干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等 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
规则。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
撤职、开除 6种政务处分。 相应的处分
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
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
个月。 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
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
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在受
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和级别；
其中，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
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受到撤职处
分的，按照规定降低职务、职级和级别”
“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的，应当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序，对处
分主体的立案、调查、处分、宣布等程序
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有的公职人员在
任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定，对各
级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选举或者
任命的人员给予撤职、 开除政务处分
的，先由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依法
依章程罢免、 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
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依法作出处分决
定。

为充分保障被处分人员的合法权
利，草案还设专章规定了复审、复核、申
诉途径。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月 6日。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6种政务处分种类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1977
年 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
育工作座谈会。 重启关闭 10年之
久高考之门的序幕,就在这次会议
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说,不
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
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 发
言引起邓小平高度重视,他果断决
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从今年开
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
新生文件的送审稿中,对高考招生
的政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 他明
确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
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

定了 《关于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
工作的意见》。 当年 10月,这一意
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
并得到国务院批准。 10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向全国人民
正式公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参差
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 这
次考试规模之大,不仅创造了中国
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
之最。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
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
大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
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录取工
作重在本人表现,上大学可以不受
家庭问题的牵连。 新制度受到全
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中国重新开
启高考之门, 预示着一个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的来临!

重启高考之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 8日发布消息，因国
际市场原油价格小幅波动，按现行
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国
内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自
9月 1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
来，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10月 8

日的前 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 9
月 18日前 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
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 50元。 根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第七条规定，
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
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
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
步予以研究完善。

汽油、柴油价格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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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基钗

■记者 安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