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陈静

9版
Http://www.hbnews.net 综 合

编辑/版式 张冰 /孙利 hbck2010@126.com 校对 刘吉平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ZONGHE

本报讯 11月29日上午第
四节课，市实验高中宿舍楼前
热闹起来，住宿生趣味运动赛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赛事设置了跳绳、垫球、踢
毽子、掷飞镖和双人绑腿跑等
多个项目，分男生、女生组，以
寝室为单位开展比赛。只见彩
毽上下翻飞、跳绳快速挥动，有
学生一对一记录成绩，有舍友
在旁加油鼓劲。

这是市实验高中第三届宿
舍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为展
现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营造良
好宿舍环境、打造经典宿舍文
化，使会生活、会学习的理念深
入人心，该校自11月10日起，开
展了为期20天的宿舍文化节。

文化节期间，学校组织住
宿生开展了主题手抄报、宿舍

影像、星级文明寝室评选及家
长开放日等多项活动。高一、
高二住宿生以“伟大历程，辉煌
70 载”为主题，绘就了一幅幅
手抄报，歌颂祖国的繁荣昌盛、
人民的幸福生活。高三住宿生
则以“青春路上，我的大学”为
主题，在手抄报的方寸之间放
飞梦想、畅叙未来。

学生们还各展所长，为自
己的宿舍设计门头、墙面、内饰
等，既展现了校园文化，又充分
突出个性。他们还请老师或管
理员阿姨帮忙，留下了一张张
青春影像。在家长开放日，住
宿生的家长们应邀来校参观，
对学生的个性化寝室、学校的
人性化管理赞不绝口。

针对周末留校的学生，学
校还开设了周末影院，通过播
放《烈火英雄》《港珠澳大桥》等
优秀影片，开展爱国励志教育。

本报讯 记者从淮北华润
燃气获悉，今冬明春，我市天然
气供需矛盾仍将比较突出。当
前，我市天然气供应已进入高峰
期。面对天然气气源紧张局面，
淮北华润燃气公司积极超前谋划，
主动作为，千方百计增加资源供
应，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天然气安全
稳定供应。

据了解，每年的11月初至第
二年的 3 月，为天然气保供期。

今年，我市天然气供气缺口依然
较大。目前，我市天然气日用气
量达到53万方，缺口近20万方，
每天缺口气源全部用液化天然
气进行补充。预计随着气温下
降，气源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如何确保今冬明春全市天
然气稳定供应？淮北华润燃气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坚持

“保民生、保重点、保稳定”的原
则，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积极通
过多种方式筹措气源，不断提升
天然气供应能力。一方面，与上

游气源供应商省天然气公司和
中石油沟通，争取我市管道气源
供应指标；另一方面，与华润燃
气南京LNG（液化天然气）营运
中心联系，搭建LNG采购平台，
通过撬车从周边城市高价采购
LNG补充气源，形成了管道气源
为主，应急补充气源为辅的供应
格局。此外，加大硬件投入，投
资1000万元扩建马场天然气门
站，储气调峰能力由36万方提升
至54万方。

保供气也要保安全，淮北华

润燃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强化
天然气安全管理，组织各部门签
订《2019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
与全员签订岗位责任书，层层分
解目标任务，实现安全责任全覆
盖。强化安全检查，每月开展总
经理安全检查和部门安全检查，
实时跟踪隐患整改；强化危运车
辆管理，所有危运车辆均加装GPS
定位系统，实时监控危运车辆运输
状态，确保危运车辆安全行驶。

此外，淮北华润燃气再提升

服务水平，推行片区网格化管理
模式，设立相北、相南、烈山、东
部、濉溪五个服务片区，各片区
集燃气全业务于一体，实行一站
式服务，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燃气
服务。设立了24小时服务热线

“3030222”，开通了微信、支付宝、
网上营业厅、华润通APP等多种
网上缴费渠道，极大地方便用
户。成立调度抢维修中心，构建
云抢修平台，实现高效快捷的维
修，有效保障全市各类用户安全
用气。

本报讯 近日，三星级绿
色建材评价现场会在淮北市
油西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召开，
经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绿
建评价专家组现场核查评审、
综合打分，认定该公司申报的
煤矸石烧结多孔砖、煤矸石烧
结空心砖产品满足绿色建材
评价标识三星级的要求。

淮北市油西环保建材有
限公司是我市一家较早从事
煤矸石综合利用新型墙体材

料企业。近年来，该公司认真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安全
管理体系，通过质量、环境、职
业健康安全三体系运行，确保
生产过程及成品全部符合绿
色建材产品标识评价技术导
则的要求。淮北市油西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烧结
类新型墙体材料三星级绿色
建材标识评价，必将极大地鼓
舞我市新型墙材生产企业申
报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的热情，
推动相关产业绿色建材评价
标识工作的开展。

日前，住建部、市场监管
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发布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制
定本地绿色建材认证推广应
用方案，鼓励工程建设项目
使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
库中的产品，将绿色建材认
证和推广应用工作纳入绿色
建筑考核指标体系，以推动
各地采用经绿色建材产品认
证的产品。

本报讯 “现在办事一个大
厅里全部搞定，再也不用来回在
各个楼层里跑腿了”，12月2日上
午，居民张大姐来到东街道党群
服务大厅，咨询计划生育家庭意
外伤害保险办理程序。明亮温暖
的室内，设置有党建、卫健、综治、
民政、就业等多个办事窗口，一站
式办公，居民等待的时间里也可
以看看书、喝口水，很快就能拿到
需要开具的证明或材料了。

得益于街道体制改革的深入
推进，今年7月起，东街道破解办
公场所分散、拖拉办事效率的难
题，将全部涉民事务挪入新建的
党建服务大厅，空出来的办公场
所用作对外开放的党群活动室和
志愿者服务站。街道还将原有的
18个内设部门精简为6个，科室
之间信息共享、统筹协调的机制

更加顺畅，在高效便捷做好服务
的同时，最大限度“让位”于民、方
便为民。

街道体制改革改什么？在党
工委书记朱志民看来，明责、赋
权、增能、减负，最终的落脚点就
是要腾出全部精力，集中破解发
展节点难点，集中服务群众所需
所求。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实施
一个大厅管服务、一副清单定权
责、一支队伍抓执法、一张网格强
治理，“四个一”综合发力、集聚资
源，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以往，各职能部门将大量事
务派到街道落实，使街道承担的
任务不断增加，导致该管的、不该
管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朱志民介
绍，职能清单的确立，便从源头上
扭转了“部门管事、街道干活”的
局面。比如，街道党工委有对区
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定和
重大项目的建议权，对街道规划

有参与权，上级单位对驻区单位
进行党建述职评价考核时也要征
求街道党工委意见，“话语权”大
大加强，有责任、有权力、有能力
为群众办事。

目前，东街道对原96项街道
行政权责、115项社区公共服务事
项进行了调整完善，梳理街道行
政权力事项48项、公共服务事项
77 项、社区职责事项 95 项。同
时，制定社区准入制度，拟定社区
工作准入目录和社区工作准入程
序，从上至下“瘦身”前行。“会议
少了，检查的也少了，有时间走访
入户，听听群众的呼声，多办实
事、多解难题”，幸福社区党总支
书记王建伟高兴地表示，在街道
的支持下，他们争取淮北矿业集
团将原有的老旧车棚进行改造，
退休老党员及居民群众的活动场
所从巷道门前搬进了400多平米
的党群活动室。

按照“一街道一中心”的要
求，东街道设置综合执法中心，即
以街道城管执法队为主体，从公
安、城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
防）环保等部门分别派驻执法力
量集中办公，建立会商研判、考核
考评、履职监察、日常巡查机制。
群众反映可直接解决的问题，相
关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解
决，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的，相关
执法人员听从街道统一调配，依
据自身职责和法定权限职能开展
执法活动。“街道吹哨、部门报
到”，居民反映的占道经营、多年
违法建设、小餐饮油烟扰民等问
题得到更快速有效地解决。

民生东苑、南苑因基础设施
迟迟没有验收，房产证无法办理，
群众对此怨气很大。以市住建局
划入东街道“大工委”单位为契
机，街道将居民反映的这一问题
交办至住建部门，并积极配合施

工。截至目前，项目即将结束，居
民们的气顺了，一桩隐患也被及
时消除在萌芽状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东街
道建立“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楼栋党小组—红色党员户”四级
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
作用，服务群众“一竿子插到
底”。街道与11家驻区单位签订
了共建协议，辖区居民开单子、共
建单位来认领、党员群众监督，在
党的建设、场地提供、困难帮扶等
项目上协同发力；各社区因地制
宜打造“七色党建”“红管家”，做
到既是党的声音的传声筒，又是
服务群众的排头兵。街道社区工
作针对群众需求“对症下药”，开
放活动场所，改造提质老旧街巷，
为辖区居民义诊，精准认领困难
家庭定制帮扶……一件件“小事
情”顺应民意、惠及民生、赢得民
心。

“四个一”综合发力

相山区东街道体制改革更惠民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我
与宪法”优秀微视频作品征集
展播活动获奖名单公布，由中
国人民银行淮北市中心支行报
送、安徽北方传媒有限公司拍
摄的作品《一“宪”相牵 在我身
边——我与宪法的一天》成功
入选，荣获三等奖。

为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活动，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增强全社会尊

崇宪法、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自今年 4 月起，司法
部、国家网信办、全国普法办
在全国组织开展了第三届“我
与宪法”优秀微视频征集展播
活动。在 1.7 万多件作品中，
经初评后上报组委会作品共
有 716 件，作品覆盖全国 31 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各部门行业，体现了
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涌现出一
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
品，为新媒体普法提供了素
材，达到了活动目的。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至 21
日，“永远的辉煌”第二十届中国
老年合唱节在昆明云南大剧院
举行，市合唱团代表我省参加活
动，为观众奉献了主旋律歌曲

《中国梦》和经典名曲《天路》。
中国老年合唱节自1999年

设立以来，已相继在北京、江苏、
内蒙古、福建、山东、湖南等省区
市成功举办十九届。经过20年
的发展，中国老年合唱节已成为
集中展现老年人的健康风貌和
中国老年合唱事业发展成果的
重要平台，成为“老龄化”社会加
快公共文化建设，促进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受广大
老年人的喜爱和欢迎。本届合
唱节共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33支团队参加，市合唱团

再次被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代
表我省参加此届展演活动，这也
是市合唱团第六次代表安徽形
象登上国家级合唱舞台。

此次展演不同于往届，不
计名次、不评奖项，市合唱团全
体团员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出发前进行了认真刻
苦的排练。在这次全国合唱展
演的舞台上，全体团员以饱满
的热情、声情并茂的演唱，充分
展示出合唱的高雅艺术魅力和
感染力，表达了安徽人民对祖
国新时代的礼赞。

展演期间，组委会安排组织
所有参演团队为昆明市民举办了
惠民专场演出，市合唱团在昆明
碧鸡广场为市民奉献的精彩演唱
博得观众热烈掌声，将中国碳谷·
绿金淮北文明城市的形象生动立
体地传递给了美丽春城的市民。

11月29日，三堤口街道朱庄社区家

庭发展服务中心联合街道计生协开展

“情牵留守妇女 助力创业就业”活动。

通过进行小电子加工、手工插花等免费

技能培训，为辖区留守妇女提供家门口

就业机会，促进她们增收致富。

■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郭素云

淮北华润燃气公司超前谋划主动作为

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

展示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文明城市形象

市合唱团亮相
第二十届中国老年合唱节

市实验高中宿舍文化节精彩纷呈

淮北市油西环保建材通过三星级绿色建材评价

我市一普法微视频作品
获全国大赛三等奖

情牵留守妇女
助力创业就业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赵晓艳

■ 记者 方芳

■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吴帧宝

■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黄文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