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永生

11月4日，供水职工在给修复过的管道喷涂防腐漆。

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在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中，对

回收后尚可再利用的管道和配件，经过修复改造后重新使用，有效

减少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近年来，共修复直径100毫米以上

管道1200多米，各类配件1600多件，折合人民币38万多元。

■摄影 通讯员 魏玉良 任飞

修旧利废 降本增效

本报讯 “双 11”电商促销
到来，邮政、快递企业迎来一年
一度“大考”。 11月 6日，市邮政
管理局以会代训对全市邮政业
四季度安全生产暨 2019 年快
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进行
部署，通过落实多项举措，确保
今年 11 月 11 日至 18 日 “双
11” 期间全行业平稳运行与寄
递渠道安全畅通。

据悉，为保障“双 11”期间
邮件、快递妥投，我市邮政业均
在人员、车辆、场地等方面提前
筹备， 旺季服务保障基础能力
全面加强。 为增加分拨处理场
地储备面积， 各寄递企业分拨
中心都不同程度进行了扩充，
以储备充足的作业空间应对即
将来临的“双 11”业务旺季。

今年， 我市新增联邦、跨
越、 速尔、 京东等多家快递企
业，全市邮政、快递企业总数达
到 27家，快递末端网点 350处，
从业人员突破 2000名。 “双 11”
旺季期间， 我市部分寄递企业
通过提高薪资待遇、 提高加班
费等优惠条件， 确保新员工招
得来，老员工留得住。 根据对旺
季快递业务量的预测， 各寄递
企业新增机动车辆 10余辆，电
动三轮车 50多辆，快件运输车
辆储备充足， 同时对配送路线
进行优化设计，保证“双 11”等
业务旺季期间运输车辆的出勤
率， 使消费者更快更便捷收到
快递包裹。

“在连续多年‘双 11’快递
业务旺季的磨炼下， 全市邮政
业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保
障机制， 快递企业均已提前准

备， 并将旺季目标从对快件量
的平稳处理， 逐渐过渡到服务
质的提升。 ”市邮政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

“双 11”期间，市邮政管理
局要求辖区邮政、 快递企业进
一步落实旺季服务方案和安全
责任制，继续保持全网不瘫痪、
重要节点不爆仓， 努力实现保
畅通、 保安全、 保平稳工作目
标。 市邮政管理局将深入快递
物流园、 快递网点开展安全检
查，对场地用电、车辆充电等隐
患点开展排查治理， 确保行业
平稳度过“双 11”。

“双 11”期间，可能因为一
些用户的消费冲动， 会随之产
生一批退换货高峰，“我怎么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逐渐成为
用户关注的重点。 去年 5 月 1
日，《快递暂行条例》正式实施，
该《条例》规定，用户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要求商标、
字号或者快递运单所属企业赔
偿， 也可以要求实际提供快递
服务的企业赔偿。 据此，用户只
要认准商标、字号、运单，就可
以向快递企业总部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实际提供服务的加盟
商要求赔偿， 企业总部和加盟
商之间就不能在处理赔偿的问
题上“踢皮球”。 此外，《条例》在
企业处理投诉方面， 也作出有
利于用户的规定， 要求企业提
供统一的投诉处理服务，并在 7
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用户。 用
户对企业处理不满意的， 还可
以依法向邮政管理部门申诉。
邮政业 12305申诉中心和市邮
政管理局也将进一步畅通申诉
渠道， 做好申诉预警和接办工
作。

10月29日，记者从濉溪县

城投公司及施工方了解到，截至

今年12月底，口子古镇旅游景

区项目将取得阶段性进展：濉溪

老城石板街 70%具备修复条件

的老宅完成修复工作，乾隆湖景

区部分区域对外开放。

整个旅游景区项目于 2017

年初正式启动，规划用地约

387.02公顷，包括濉溪老城石板

街和濉溪县乾隆湖风景区，总投

资预计11亿元。规划设计了四

大功能区，包括老城风韵区、节

庆文化休闲区、乾隆湖景区、濉

河健身休闲区，旨在使濉溪特有

的历史文化得到保留与传承，为

市民出游提供一个好去处。

修旧如旧的老城石板街

濉溪县老城石板街始建于
清朝咸丰年间，由当时的著名绅
士周俊哲倡导而建，东起老城文
昌阁、西至武胜街，全长近两千
米，街宽五米，全部用青石块铺
成，光滑如镜。其建筑古朴典雅，
呈明清风格， 但一百多年间，石
板街历经焚烧、 轰炸等破坏，加
之岁月的洗礼，破损较为严重。

老城石板街牵扯着淮北几
代人的回忆，承载着热爱家乡故
土的情结，为她量身订制规划方
案是整个工程开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在最初规划设计时，濉溪县
城投公司反复斟酌，邀请多领域
专家、多部门建言献策，共同商
讨可行性方案，“修旧如旧”，做
到保持基本风貌。

施工方北京市园林古建工
程公司秉承“全面修缮、科学开
发”宗旨，于 2017年对整条街进
行勘测，最终确定整条街东西方
向长 650米， 沿街门面房屋 170
余套，北侧为双号、南侧为单号，
其中包含省、 市级保护文物 12
处。 同年 3月首先开始对 48号
和 102、104 号房屋进行尝试性
修复，并于当年年底完工，交由
濉溪县城投公司负责运营。这两
处样板房被命名为“食味斋”“水
云涧”， 暂时用于展销濉溪县土
特产品。

随着修复实践经验的不断
总结，依据历史照片和资料的查
询，2018年， 在濉溪县文物局的
协助下， 确定了省保文物 71号
和 86号房屋的修复方案并顺利
完工。

今年 2月，整条石板街的修
复工作进入大批量修复阶段。目
前正在施工的十多处房屋主要
集中在石板路中段， 预计到 12
月底具备施工条件的房屋将有
70%完工。

蕴含历史文化的乾隆湖景区

随着美丽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和全域旅游理念的不断

提出，淮北山水城市和绿景乡城
建设的逐步推进，濉溪乾隆湖景
区作为城市中央湖廓生态景观
带上的重要节点、淮水北调入相
城的起始点，承载着传承悠久历
史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市委市政
府对她的未来高度重视，经多方
调研沟通，围绕生态修复，最终

确定濉溪县乾隆湖风景区环境
综合治理方案， 并于 2017年初
正式开工。 历时近三年工期，乾
隆湖旧貌换新颜， 预计 12月底
前对外开放，并同步推进招商工
作。

乾隆湖风景区位于濉溪县
城南端，总面积 170公顷。 该项

目分三期进行，设计了“一心二
轴六分区”的景观结构，按照场
地功能划分了文化游赏区、市民
休闲区、运动养生区、童趣园区、
亲水活动区、特色游赏林区六大
分区。

壮观的古城墙大门、明清的
乾隆湖牌坊、古朴宁静的文化水
街、蜿蜒幽深的十八里长廊……
10月 29日下午， 记者通过浍河
路来到乾隆湖北大门，景区外围
的围挡已换成绿色栏杆，过往市
民可以看到内部 “端庄大气”容
颜。 透过栗色建筑单体向南望
去，蓝天白云之下，湖中心的鸟
岛上不时有水鸟在低空盘旋，广
袤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令人心旷
神怡。 鸟岛东侧便是乾隆阁，仿
造的“惠我南黎”牌匾就被放置
于这附近。 一处浪漫和乡愁交
织、历史与水文化交融的诗意康
养胜境， 以及按照 4A级标准打
造的市民休闲、健身、游憩景区
已见雏形，令人向往。

据悉，濉溪乾隆湖景区既是
石板街的南延，又是景区重要的
商业休闲服务区块。它通过绿廊
隔离环路与石板街相连，内设乾
隆阁、生态绿岛、玻璃栈道、游船
码头等景点。 计划投入运营后，
为游客提供水上游览服务，通过
夜景观赏灯带领游客感受夜赏
乾隆湖跨越历史时空的无限魅
力。 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
各项验收工序正逐项进行。

规划用地约387.02公顷 预计总投资11亿元

口子古镇旅游景区部分区域 12月底对外开放

本报讯 近日， 五沟镇
21 个行政村的爱心超市纷
纷挂牌运营， 实现了爱心超
市全覆盖。

五沟镇党委政府以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 精神文明
建设、 幸福感知为出发点，实
现“爱心超市”全覆盖。 同时
“爱心超市” 作为助力乡村振
兴的主窗口，对全镇贫困群众
全天候开放，成为激发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助力脱贫攻坚的
重要举措。积极开展“先试点、
后推广”的探索，以石门村爱
心超市为试点，坚持以村民自
治为基础， 以村规民约为依
据，动员广大群众通过参与村
级建设、志愿服务、人居环境
整治、遵守村规民约、落实“五
净三规范”等方式来获取相应
的积分，用积分到“爱心超市”
免费兑换生产生活所需的物
品， 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在
全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让“小超市”发挥“大
作用”，五沟镇党委政府创新
举措，周密部署，同时认真组
织人员到其他乡镇学习交
流， 学习和借鉴先进工作做
法。 在党委政府和各村的共
同努力下，迅速行动，落实场
地、成立制度、建立台账、采
购物资、挂牌运营、实现“爱
心超市” 全覆盖。 紧密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积极开展“党日”活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
活动， 大力倡导和激励党员
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向
“小超市”献爱心中践初心、担
使命，全方位推动了“党建+
扶贫”爱心事业的开展。

“爱心超市”积分兑换新
模式的建立，加深了广大群众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理解，转变
了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
想， 从卫生评比上的你追我
赶、争当先进，以获得爱心积
分卡为荣，既助推了乡风文明
新风尚的形成，又为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增添新动力。

11月6日，在相山路学校，师生们在进行安全综合应急演练活动。

当日，相山区教育局联合多部门开展“防范安全风险建设美好校园”安全综合演练暨“119消防安全月”主

题活动，相山路学校的全体师生参加了防震减灾、交通事故处置、医疗救助、消防灭火、反恐防爆等科目的演练。

活动提高了学生和教职工安全防范、自我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平安、美好的校园环境。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通讯员 王茗

爱心超市全覆盖 精准扶贫添动力

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

乾隆湖风景区

老城石板街

确保全行业平稳运行与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我市邮政业积极备战
“双 11”快递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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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购物节临近，线上电商平台、线下
大型商场竞相推出优惠酬宾活动。 面对大流
量、 高密度业务需求， 淮北移动公司精心部
署，提前备战，“线上线下”齐发力，为广大市
民、 商家、 企业用户提供优质稳定的网络体
验。

网络优化人员深入住宅密集区、 电商产
业园、以及国购、万达、金鹰等大型商场，进
行网络测试，评估网络负荷，提升业务质量。
针对近期开业的吾悦广场， 提前建设 4G 基
站小区 38 个， 扩容及调整周边 4G 基站 25

处。
此外，后台值守人员 24 小时跟踪重点区

域网络性能、 重要业务服务品质以及热门电
商平台的上网质量， 加强信息安全管控，打
击防范电信诈骗，确保网银支付安全。

节日当天， 淮北移动将在各大商圈的活
动现场， 安排网络维护人员值守， 对可能出
现的网络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
处理，切实保障在人流激增、大流量冲击下，
广大移动客户网络感知良好。

通讯员 闫珍

淮北移动
全力保障购物节网络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