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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1日上午，市
委书记黄晓武深入濉溪县百善镇
督导“抗疫情补短板促攻坚推振
兴”专项行动工作。他强调，要提
高政治站位，明确重点任务，紧盯
薄弱环节，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责任感使命感，咬定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善镇道口村有种植莲藕
的传统，目前流转500亩土地用
于建设荷塘月色观赏采摘扶贫
基地。“项目建成后带来多少收
益？”“多少村民就业？”在询问采
摘基地建设情况后，黄晓武指

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发
展，要结合特色种养殖业，大力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通过产业带
动，增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
户实现脱贫。

除了发展特色种植业，道口
村还建设扶贫车间，让困难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现在工作怎
么样？”“月收入多少钱？”“车间
订单和销售情况如何？”在扶贫
车间里，黄晓武看现场、查订单、
听介绍，详细了解就业扶贫工作
开展情况。“现在不出村就能挣到
钱，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贫
困户连连称赞上级的扶贫政策和
扶贫举措。黄晓武对贫困户能够
实现家门口就业表示满意，希望

扶贫车间内强管理、外拓市场，带
动更多群众就业致富。

督导中，黄晓武还先后走访
了部分已脱贫户、未脱贫户，看
望在村内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就
业的“边缘户”。他强调，要依靠
政策引导、奖扶激励，吸引更多贫
困户务工就业，鼓励贫困户通过
辛勤劳动脱贫致富。要做足精
准文章，做到数据精准、识别精
准、帮扶精准，增强脱贫攻坚工
作实效。养老服务等机构要加
强内部管理，把好各道关口，抓
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会上，黄
晓武强调，脱贫攻坚是一项极其
重大、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

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压实工作责
任，补足工作短板，在脱贫攻坚中
检验和识别干部，全力以赴打好
脱贫攻坚战。要强化责任落实，
统筹各类资源，强化要素保障，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全
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要多措并举巩固已有成果，
在稳定产业扶贫、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上下更大功夫，坚决筑
牢脱贫致富“稳定器”。要认清新
形势、放开大视野、把握新机遇，统
筹南部次中心建设与各项工作，
解决搬迁群众居住问题，加快推
进城镇化进程，助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黄晓武在百善镇开展专项行动工作督导时强调

咬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本报讯 3月10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戴启远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赴濉溪县双堆集镇一
线调研督导“抗疫情补短板促
攻坚推振兴”专项行动工作开
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
利和脱贫攻坚全面收官的必胜
信念，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始终把群众放在首位，尊重
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毫不
懈怠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让群
众生活更加殷实、更加幸福、更
加安定。市政府秘书长梁龙义
陪同督导。

上午 9 时 40 分许，戴启远
抵达双堆集镇邹圩村王马庄疫
情防控检测道口，主动接受体

温检测，与值守的镇村干部攀
谈交流，了解防控情况，得知广
大群众非常理解并积极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还有很多群众自
发捐款捐物，同心同力严防疫
情输入，他高兴地说，双堆集地
处四市交界，有支前精神、有群
众优势，要坚决筑牢内防重点
区域、外防境外疫区最有效的
防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看到附近正在整治濉
刘路河沟路肩的挖掘机，戴启
远指出，抓好疫情防控是责任，
抓好经济发展更是责任。要积
极抢抓有利时机，紧紧盯住脱
贫攻坚难点问题、“三农”领域
短板问题，狠抓“春季攻势”落
实，切实把脱贫攻坚工作抓实
抓细，把农业生产短板补齐补
强，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不折不扣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一路步行，戴启远看到沿
线村庄家家门前干净有序，小
花园、小菜园等井井有条。“门
前建小菜园实用不？”“是统一
要求的还是自愿的？”得到村民
满意的回答，戴启远很高兴。
他强调，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不能搞统一规划、统一模
式，更不能增加群众负担，损害
群众利益，必须实事求是，坚持
就地取材，让群众说了算。

中午时分和下午，戴启远
又通过手机导航随机选择调研
点，先后察看了吴井村脱贫攻
坚、唐冯路“四好农村路”建设、
淮海林场以及马沟水厂、扶贫
车间复工复产和马沟美丽乡村
建设，沿途入户与群众面对面
交流，深入部分贫困家庭了解
扶贫脱贫情况。

市政府研究室、市农业农村
局、市扶贫局负责同志参加督导。

戴启远调研督导濉溪县双堆集镇时强调

始终把群众放在首位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
毫不懈怠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 按照市委安排部
署，3月11日上午，市政协主席
谌伟到杜集区石台镇督导“抗疫
情补短板促攻坚推振兴”专项行
动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
秘书长陈新华参加督导。

座谈会上，谌伟与石台镇
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详
细了解“抗疫情补短板促攻坚
推振兴”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
况及存在的困难问题。与会人
员结合实际进行交流发言。

谌伟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动中
央、省委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落地生根，切实增强开展“抗疫
情补短板促攻坚推振兴”专项行
动的自觉性主动性，确保相关工
作取得扎实成效。要紧紧围绕

“抗疫情补短板促攻坚推振兴”
四大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全镇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
务，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形
成工作合力。要认真梳理分析
当前存在的短板和困难，列出问
题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压紧压

实责任，按照分类原则逐一解决
相关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
细。

督导中，谌伟还来到安徽融
合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地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
情况。他表示，要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循环农业，
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一
步做强做优做大，扩大特色种
植、养殖规模，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致富，让农业经济焕发新
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参加督导。

谌伟到杜集区石台镇督导
“抗疫情补短板促攻坚推振兴”专项行动工作

本报讯 据市统计局消息，
2019 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119.7亿元，同
比增长11.8%，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15.5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
第4位，较上年前移7位。

分行业看，全市 36 个工业

行业大类中，32 个行业实现盈
利。其中，水泥建材行业实现
利润总额 21.2 亿元，同比增长
75.6%；酒和饮料制造业实现
利 润 总 额 22.5 亿 元 ，增 长
12.5%；农副食品加工业实现
利 润 总 额 3.7 亿 元 ，增 长
12.9%；这三个行业对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

长的贡献率合计达 95.1%。分
县区看，相山区、烈山区为全
市 新 增 利 润 的 主 要 来 源 。
2019 年，相山区和烈山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新增利润分别
为 19.9 亿元和 5 亿元；杜集区、
濉溪县和淮北高新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减少 2.2
亿元、9.6亿元和0.5亿元。

3月11日，在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临涣焦化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焦炭，准备装

车外销。

连日来，淮北矿业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紧抓能源保供。目前，该集团已取消弹性工作

制，全面恢复生产。2月份累计生产原煤226万余吨、焦炭25万余吨，甲醇、精苯等化工产品按计划生

产，有力保障市场供应，促进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通讯员 陈磊

加强能源供应
保障复工复产

去年我市规上工业企业
利润增幅居全省第4位

“老人家，再坚持几天，外
边就安全了。”“您是上班人
员？请出示单位证明，登记在
册。”2 月 21 日，在安徽省淮北
市相山区西街道办事处安康社
区夜市东门卡口，记者见到几
位“三报到”的党员志愿者耐心
而严谨地守护小区，守住基层

“安全阀”。
面对这场严峻的疫情防控

战，淮北市迅速行动，誓把疫情
防控和经济建设的“两难”之境
变作“两全”之举，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在新的考验中淬炼
城市治理能力。

组合出击战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1月16日，
在疫情发生之后，淮北市立即启
动疫情防控工作。1月23日，市
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通告，暂停
或取消所有演出、庙会等人员聚
集活动。1月24日，安徽省启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
淮北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部署
安排，在高速出入口、火车站、国
省干线等设置检查点，加强县乡
道路，尤其是跨省市道路的管
控，细致排查过境入境车辆，构
建严密防护圈。与此同时，紧急
抽调机关干部，连夜对有武汉活
动轨迹的电话号码逐一联系排
查，力争做到追踪到人、逐一登
记，上门观察、检测体温，确保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

外面进不来，不代表内部没
有风险。2月3日，淮北出现首例
家庭聚集性病例后，淮北市委、市
政府决定将工作重点从“防输入”
转向“防扩散”。随即实行严格的

封闭式交通管制，对部分不符合
疫情防控条件的商超菜市场暂停
营业，并印发《关于激励关爱抗击
疫情一线医护人员有关若干举措
的通知》等一系列严格措施，使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向“最后一公
里”推进，守护一方平安。

根据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发
布的最新疫情，截至3月1日24
时，淮北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7 例（在治 3 例、治愈出院 24
例），现有疑似病例0例，在治确
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
治疗。目前累计追踪密切接触
者 1141 人，已全部解除医学隔
离观察。3月1日0-24时，淮北
市报告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同时，在安徽公布最新疫情风险
等级分类名单中，淮北已经达到
全域“低风险”。

复工复产春潮涌

良好的防疫效果为企业复

工奠定了基础。 2 月 20 日上
午，位于淮北市杜集经济开发区
的安徽山河矿业装备产业园生
产车间内，工人们戴着口罩，在
各自岗位上有序生产。

“政府部门不仅帮我们采购
防疫物资，还有专人对我们复工
进行指导。复工后我们要抓紧
生产，把损失降到最低。”山河矿
装综合部部长刘文涛告诉记者，
山河矿装已于2月11日作为杜
集经济开发区首批复产复工企
业，目前到岗人数为175人。

随后，记者又在园区的中清
环保、阳光塑业和中冶淮海等多
家企业看到，这里处处是复工复
产的忙碌景象。杜集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
证企业复工有序推进，在持续加
强疫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明确
企业复工复产须具备的基本条
件、复工后日常防疫管理、企业
落实防疫责任等相关要求，为企
业组织复工复产亮起“绿灯”。

安徽淮北:在战“疫”中淬炼城市治理能力

■ 记者 邹晨光

■ 记者 詹岩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陈蕊

■ 通讯员 郑秘

■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淮北市传媒中心记者 邹晨光

▶▶▶下转第３版

本报讯 3月11日上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方宗泽前往烈
山区宋疃镇，督导“抗疫情补短
板促攻坚推振兴”专项行动工
作。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徐福
信参加活动。

方宗泽一行座谈听取了
宋疃镇“抗补促推”专项行动
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困
难，重点研讨解决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帮助制订切实可行的整
改措施。方宗泽在会上指出，
广大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抗
补促推”专项行动的重要意
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
来，采取有效举措，拿出过硬
办法，克服疫情影响，推深做
实专项行动。

方宗泽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把发展农业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脱
贫攻坚的主抓手，加快农村劳
动力转移，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带动更多
的群众稳定脱贫、长效增收，以
脱贫攻坚实效助推乡村振兴；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查补工作
中的短板，把问题“捋出来”“排
好队”，共性问题统一整改、个
性问题分类解决，坚决杜绝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各项政
策不走样、不打折。区人大常
委会要督促有关部门贯彻落实

《关于依法做好多元化解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矛盾纠纷工
作的意见》，依法参与化解矛盾
纠纷，为抗疫情、补短板、促攻
坚、推振兴等各项工作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

座谈结束后，方宗泽一行
还走进费寨村旭日东升草莓园
和黄营村扶贫枣园，了解宋疃
镇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主
要措施及存在问题。方宗泽叮
嘱镇村负责同志，要坚持多条
腿走路、多元化发展，因地制宜
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增强脱贫
发展后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收官战役，决战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烈山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参加活动。

方宗泽到烈山区宋疃镇督导
“抗疫情补短板促攻坚推振兴”专项行动工作

《中国城市报》3月9日报道

■ 记者 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