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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6 日，区域
1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负责人共同签署《淮海经济
区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合
作备忘录》和《淮海经济区公
积金业务异地协查工作协
议》，区域内公积金贷款实现
互认互贷。

2019年10月19日，淮海
经济区体育工作协同发展座
谈会在徐州举行，10市体育
局局长共同签署了《淮海经
济区体育工作协同发展框架
协议》。

2019年10月31日，淮海
经济区10市科协“牵手”，共
同签署淮海经济区科协资源
共建共享框架协议。

……
一年来，我市积极抢抓

机遇，按照《淮海经济区协同
发展宣言》和《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确定的发展路径，主动

参与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
建设，努力在各个层面与兄
弟市加快对接，构建常态化
的交流、沟通、协作机制，在
深度融入中激活了发展的
一池春水，绘就发展的美好
图景。

2019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按照淮海经济区座谈会
轮值规则，我市成功举办第
二届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座
谈会。10 个城市的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及发改、财政、交
通、生态环境等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淮海经济区协同发
展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及淮
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组负责人齐聚相城，共
论进一步提升协同发展水
平，走出整体转型振兴新路
子。

会上，各市和四省发改
委领导作交流发言。与会
领导立足本市情况、放眼未

来发展，畅所欲言、分享经
验，交流思想、碰撞智慧。
随后在绿金湖·圆梦岛，淮
海 经 济 区 各 市 共 同 签 订

《2020 年淮海经济区“十四
五”规划对接暨产业协同发
展合作协议》《淮海经济区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环保
联动合作协议》《淮海经济
区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合 作 协
议》，预示着淮海经济区协
同发展将驶入更高质量的
发展阶段，奏响协同发展的
新序曲。

2020年淮海经济区协同
发展工作重点已然确定。在
国家发改委、苏鲁豫皖省委省
政府和各省发改委的关心指
导以及给予的政策资金支持
下，我市将着眼于淮海经济区

“十四五”整体发展和长远利
益，更加突出产业和生态环保
协作，务求协同发展取得新成
效。

她是老人的“亲闺女”
春分已过，一路攀升的气温

催绿了叶儿，催开了繁花。临近中
午，石台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在门口
晒着太阳，自觉保持一米开外的距
离，老人们笑说，“现在有疫情，我
们得乖乖听话，不然赵院长又得

‘唠叨’了”。
赵院长叫赵艳敏，今年36岁，

在敬老院待了整整10年。大年初
二开始，她带领院里的十来名工作
人员，守着36名五保户和社会寄
养老人，连续50天奋战在院里，像
守护自己的父母般尽心尽力。

院里的五保户多在外有家、
有地，出门溜惯了，初二封闭式管
理后，老人们天天闹着要去走亲
戚、串串门。75岁的朱克光也有
快10年院龄了，老人有些耳背，说
话口齿不清，心里不高兴就摔东
西，使劲摇晃院里的大铁门。赵艳
敏一遍遍解释，一遍遍拿手比划

“勤洗手、多通风”“要佩戴口罩”
“保持屋内整洁”，看到老人在屋里
坐着就拿着手机播放疫情防控的
视频给他看。话说烦了，也说进心
里去了，后来，院里的大门开着让
朱克光出去，他捂着嘴“不能出去，
外面有病”。

安抚了老人，员工家属又“找
上门来”。正值春节假期，却不能
与家人团聚，一名员工家属直接将
电话打到赵艳敏这里，“能挣多少

钱不要命的干，家也不要了。我们
不干了”。“谁没个家人，咱都要理
解”，软言细语地劝导着，赵艳敏
说，一来咱院里老人们急需照料，
人都走了怎么办；二是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随意外出更为危险，很快
得到了员工家人的谅解。

防控工作一时一刻不能松懈，
赵艳敏每天吃住在敬老院，从早到
晚关注老人们的一举一动。疫情
防控期间院里各个房间的窗户都
留有缝隙通风，一天半夜突然刮起
大风，赵艳敏被铁门的吱扭声惊
醒，“这么大的风，老年人受凉可不
得了！”没有惊动工作人员，披衣下
床，她一一检查老人房间的窗户，
确保全部关好才搓着冰冷的双手
回到房间。没想到，受凉引发了赵
艳敏的胃病旧疾，窝在床上一晚未
睡，天刚亮，得到消息的老人纷纷
来到她的门口，“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离不开你。”

尽管大门紧闭，敬老院的生活
比平常更为欢喜热闹。厨房变着
花样做好吃的，炸糖糕、包包子、擀
烙馍，没到饭点老人们闻着香味、
揣着手就来了。饭后的娱乐活动
丰富多彩，听听戏曲广播，一块儿
唱唱老歌，身体好的当院耍一套太
极拳、打打羽毛球，赢来阵阵喝彩。

“再过半个月，把大院里的地
翻一翻可以种菜了”，赵艳敏掰着
手指细数：番茄、辣椒、茄子、豆角、
包菜……蔬菜成熟时，将是好一

番大家庭的兴旺景象。
疫情阻隔爱不停息

“媒体上有报道，部分地区养
老机构相继出现聚集性感染案例，
社会上关注度很高。”“儿童福利机
构里大多是重病重残儿童且集中
居住，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后果不
堪设想。”疫情期间，濉溪县救助站
站长闫栋和身为县社会（儿童）福
利中心保育员的妻子彼此间联系
不多，可一接通电话，两人情不自
禁地又说起了各自的工作。

年三十开始，闫栋便守着救
助站的20口子滞留人员，连续一
个多月没有回家一趟。流浪乞讨
人员是民政领域流动性最强、防控
工作最难而自身防护能力又最弱
的服务对象，县救助站按规定立即
实行封闭式管理，落实应急值守制
度，购买口罩、手持测温仪、酒精、
一次性手套等安全防护用品；每日
站内消毒，为站内照料人员测量体
温，佩戴防护口罩，搞好环境卫生；
加强食品药品、消防安全管理，每
日所需菜品均定点配送至大门口；
设立隔离观察室，对照料人员出现
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的，立即转
入隔离室观察。

滞留在站内的20人中，大多
数智力存在障碍。每天不间断巡
查时，闫栋不厌其烦提醒护理人
员，“半自理人员喂饭要耐心”“上
厕所要记得定期提醒”“室外活动
千万记得添加衣物不能着凉”。记

不得家人的名字，可滞留的流浪人
员都记得闫站长，看他来了，笑嘻
嘻地挥手招呼。

疫情阻隔，爱不停息。在保证
抗疫的同时，为流浪乞讨人员寻亲
仍是救助站的主要工作。担任县
救助站站长4年多来，闫栋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1091人次，通过多种
寻亲方式帮助297名无家可归的
流浪人员返乡（疫情期间救助 5
人），其中与家人失散时间最长的
达40年。

2 月 19 日，闫栋正在站里值
班，接到派出所将一名流浪老人
送来的消息。老人看起来疲惫不
堪，黑色的棉衣上沾了不少泥，与
他搭话却爱理不理。边迅速安排
为老人进行身体检视、抽血、CT
检查，边在今日头条发布了寻亲
公布，很快其家人便赶到站内。
原来，这名老人 85 岁了，精神有
些问题，平日里脾气也不太好，家
人一个看不住就跑到外头。18日
早走散后，一天一夜里老人从东
岗楼走到濉溪镇黄庄村。“多亏了
你们，特殊时期不能握手，我就给
你们鞠个躬吧！”临走前，家人执
意表达感激之意。

“干救助这行，最开心最满足
的就是看到救助人员能够一家团
聚，流浪的人少一个，我们的心就
安定一分。”疫情防控形势渐好，闫
栋把更多精力投入寻亲上去，让流
浪在外的人早点儿回家。

每一个你都最美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
25日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日
前下发《关于拨付2020年中央财政
专项帮扶资金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
工基本生活有关事项的通知》，下拨
2.5亿元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
用于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工生活。

通知指出，各地工会要对建
档的深度困难职工发放疫情期间

生活补贴。帮扶资金下达各省
（区、市）总工会后，各地要简化程
序，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由帮扶中
心及时发放到困难职工家庭。对
工会建档的深度困难职工坚持应
发尽发，做到全部覆盖、保障到位。

通知要求，各地工会要结合
疫情期间困难职工生活需求和物
价上涨情况，加大对困难职工生
活帮扶力度，切实保障常态帮扶
到位。要加大地方财政、工会经

费、社会捐助等配套资金筹措，结
合当地实际可对深度困难职工增
发疫情期间生活补贴，适当提高
补贴标准；可将刚脱困一年内的
困难职工家庭、感染新冠肺炎职
工和病亡职工家属纳入发放范
围。增发标准和增发对象可一事
一议，履行有关程序研究确定。

通知表示，要防范返困返贫
发生。将受疫情影响符合救助条
件的困难职工纳入政府救助覆盖

范围；对感染新冠肺炎职工家庭
要确保基本生活；对于受疫情影
响无法就业、收入下降导致基本
生活困难的职工，要推动纳入政
府救助范围；其他社会救助制度
暂时还未覆盖的职工，要予以临
时帮扶。要加大职工服务力度，
关心关爱医务人员、救援人员、公
安干警、基层工作人员、志愿服务
者等疫情防控一线人员，联合社
会力量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3月25日，在位于太原市财贸学校的太原市第五十三中学校高三教学点，学生在搬运行李。

当日，山西省太原市部分高三学生有序返校，准备开学。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全总拨付2.5亿元专项资金
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工基本生活

太原：有序返校迎开学

声 明
况 伟 （ 证 件 号 码 ：

340602791021001）遗失安徽师范
大学秘书学（应专）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66340699981008502 声明
作废。

王博遗失皖（2017）淮北市不
动产权 第 0017582 号不动产权
证，坐落相山区人民东路南温哥
华 城 二 期 24#301，不 动 产 单 元
号：340603002051GBO0241F0003
0006，声明作废。

王万同遗失淮北粤通置业
有 限 公 司 淮 北 恒 大 名 都 二 期
14#-1-1701 号购房发票，票号：
00013831，声明作废。

朱艳丽遗失皖 F81108 黄重
型半挂牵引车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声明作废。

淮北新兴皇苑制衣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诚信房地产开发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章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钱德峰，就业失业证遗失，
证号：3406010016032587，声明作
废。

王娟，就业失业证遗失，证号：
3406030017059665，声明作废。

刘捷、张德义遗失恒大名都
24#1801 号 购 房 发 票 ，票 号 ：
00052754，声明作废。

禹上，出生证遗失，证号：O
340726436，声明作废。

赵皓晨，出生证遗失，证号：
S340368916，声明作废。

仲 崇 仁 ，身 份 证 号 ：
340621194004036010，与烈士仲崇
合系兄弟关系，因持有的烈士证
丢失，特登报声明。

随光辉编号（13）93431862 儿
童保健副主任医师职称证书遗
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大气污染防治量化考核周排名
（第12周 3月15日-3月21日）

表一：全市各县区量化考核排名表

表二：全市镇街颗粒物浓度倒数十名排名表

注：PM2.5、PM10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表三：全市重点区域点位颗粒物浓度倒数十名排名表

注：重点区域为国控站周边3km范围区域；PM2.5、PM10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排名

1

2

3

4

县区

相山区

杜集区

烈山区

濉溪县

22.56

23.83

21.19

23.69

空气质
量得分

交办案件
反馈率得分

5.00

5.00

5.00

5.00

8.00

8.00

8.00

8.00

交办案件
办结率得分

20.00

20.00

20.00

20.00

网格员调度
情况得分

12.45

10.00

9.12

8.08

专项行动落
实情况得分

10.00

8.42

7.50

5.47

专项行动
整改率得分

10.00

10.00

10.00

10.00

预警预案
落实率得分

10.00

10.00

10.00

10.00

省市督查
落实率得分 奖励分

11.00

3.4

5.00

3.5

总分

109.01

98.65

95.81

93.74

排名

1

2

3

4

5

镇街

南坪镇

孙疃镇

渠沟镇

古饶镇

铁佛镇

所属县区

濉溪县

濉溪县

相山区

烈山区

濉溪县

PM10

122

121

119

119

119

排名

6

7

8

9

10

镇街

韩村镇

临涣镇

四铺镇

杨庄街道

所属县区

相山区

濉溪县

濉溪县

濉溪县

烈山区

PM10

118

118

117

117

11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重点区域点位

淮北市海宫学校

孟山中路与骏驰路交叉口

华星工贸公司物料厂

淮海路与濉河路交叉口

淮北市第七中学

烈山湿地公园

华润雪花啤酒(淮北)有限公司

三堤口街道办事处(淮海路)

烈山区政府

濉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镇街

相山区相南街道

相山区任圩街道

烈山区杨庄街道

濉溪镇

烈山区烈山镇

烈山区杨庄街道

相山区南黎街道

相山区三堤口街道

烈山区杨庄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PM2.5

61

58

57

56

56

55

55

54

54

54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重点区域点位

淮北市海宫学校

淮海路与濉河路交叉口

孟山中路与骏驰路交叉口

濉溪县污水处理厂

华星工贸公司物料厂

烈山湿地公园

淮北市第七中学

烈山区政府

华润雪花啤酒(淮北)有限公司

濉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镇街

相山区相南街道

濉溪镇

相山区任圩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烈山区杨庄街道

烈山区杨庄街道

烈山区烈山镇

烈山区杨庄街道

相山区南黎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PM10

129

126

124

121

120

120

120

119

118

117

排名

1

2

3

4

5

镇街

四铺镇

南坪镇

孙疃镇

韩村镇

渠沟镇

所属县区

濉溪县

濉溪县

濉溪县

濉溪县

相山区

PM2.5

62

58

58

57

56

排名

6

7

8

9

10

镇街

古饶镇

铁佛镇

杨庄街道

所属县区

烈山区

濉溪县

相山区

相山区

烈山区

PM2.5

55

55

54

53

53

淮北凤凰山
经济开发区

三堤口街道
办事处

淮北凤凰山
经济开发区

淮北市瑞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餐厨垃圾废弃油脂
回收再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
的相关规定，现将“淮北市瑞昇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回
收再利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回

收再利用项目
建设地点：濉溪县百善镇闫集村

孙庄东北方向500米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面积12亩，

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中厂房
2500 平方米，原料堆场 500 平方米，
办公用房 1000 平方米，库房 1000 平
方米，环保、绿化面积2000平方米，辅

助用房1000平方米。生物质锅炉一
台、三相油水分离机一台、除渣机一
台、压滤机一台。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 ：http://bbs.hb163.cn/
thread-2362796-1-1.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淮北市瑞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
濉溪县百善镇闫集村孙庄东北方向
500米 。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附
近可能受到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bbs.hb163.cn/thread-2345950-
1-1.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本次公众参与本着知情、真实、平
等、广泛、主动的原则，采用公开发布
工程信息收集公众意见及建议，公众
可点击本文中链接获取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可通
过书信、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您对本项目
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有关的环保意
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即 2020
年3月23日至4月3日。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雷 总 联 系 电 话 ：

18056138884 邮 箱 18056138884 @
139.com

联系地点：濉溪县百善镇闫集村
孙庄东北方向500米 。

淮北市瑞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淮北市
民政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规定，“淮北市

服饰文化研究会”经我局

依法审批，准予成立登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40600MJA6632312，

法定代表人：陈艳艳。其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特此公告。

淮北市民政局

2020 年3月19日

■ 记者 樊曦

◁◁◁上接第1版

◁◁◁上接第2版

融入开放大格局 协同发展谱新篇
——我市跨区域合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