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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日零时起，全
国铁路将实施列车运行图。记者
从淮北车务段获悉，7月1日将增
开上海虹桥—淮北G7766/7，淮
北—上海虹桥G7768/5次高铁动
车。G7766/7 次淮北 14:45 到、
G7768/5次淮北16:40开。经京
沪高速、徐兰高速、淮萧联络线
运行，全程运行约3小时42分，
途中穿越安徽、江苏，并在多个
知名城市停站，为淮北市民往来
提供更多便利。

铁路“7.1”调图之后，将优
化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
段 2 对。合肥南—淮北 G7428/
9 G7430/27 次 1 对 经 合 福 高
速、合杭高速线延长运行区段为
芜 湖 — 淮 北 。 淮 北 — 黄 山
K8409 次 0.5 对改合肥终到。
连云港东—芜湖K8414/1次 0.5
对改合肥终到。

调整旅客列车运行经由 1
对。徐州—江山 K8371/K8372
次 1 对杭州枢纽内改经沪昆线
运行。（杭州改为杭州南）

调整到发时间2对。K8422
（合肥—淮北）淮北（13:55到）（原
13:20到）；K8421（淮北—芜湖）淮
北（15:40开）（原14:55开）；K301
（连云港东—广州）淮北（15:49-
15:52）（原 16:02-16:10）；G7293
（上海—淮北）淮北（21:47 到）
（原21:54到）。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关
于调图后旅客列车开行相关服
务资讯，旅客朋友可登录中国铁
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查
询，或关注各大火车站公告，以
便合理安排行程；旅行途中，请
配合铁路部门做好进出站测温、
健康码核验等站车疫情防控工
作，全程佩戴口罩，减少人员聚
集，做好自身健康防护，共同维
护良好出行环境。

淮北7月1日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增开一对高铁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省文旅厅端午假
日文化、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和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确保端午假
期我市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连日
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共出动执法
人员96人次，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24家
次，营造良好的端午假期安全出行及文明
创建氛围。

端午假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共检查A级景区5家，其中4A级风景区两
家，包括相山风景区和四季榴园；3A级风
景区三家，包括高岳现代农业示范园、南
山风景区、隋唐运河古镇。重点检查了入
园处疫情防控措施、儿童游乐设施安全、
景区端午假期应急预案等，开展景区安全
隐患排查及安全教育引导。

6月25日至26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支队重点对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开展
集中巡查，进一步严格落实网吧端午假日
期间测量体温、实名登记、口罩佩戴、间隔
座等疫情防控措施，对部分网吧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不到位现象现场要求整改，其中
一家网吧停业整顿。通过检查，强化了文
化经营场所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意识，确
保文化市场疫情防控常抓不懈。

另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检
查出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及时报送端午假
期活动信息，制定端午假期应急预案及值
班表。落实重要事项请示上报制度，严格
实施节假日值班岗位责任制，落实专人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同时，执法支队全体
人员端午假日期间坚守市场巡查。

我市开展端午假期
文化和旅游市场检查

本报讯 6 月 25 日端午节，当天下
午，在市实验高级中学电力设施升级改
造施工现场，随着电力工人一声清脆的
合闸声，变压器发出正常运行的“嗡嗡
声”，配电室成功送电标志着该工程顺
利收尾，为下一步的空调送电打下坚实
基础。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高考推迟至
7月份进行。为应对炎热高温天气对考
试带来的影响，给考生创造清凉舒适的
考场环境，日前，淮北万里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精心组织抓紧施工，确保如期完
成8个考点的电力设施改造和空调安装
工作。

在接到配电改造任务后，该公司立
即统筹规划，成立8个考点空调工程工
作小组，临时拉建工作微信群，明确设
计、物资、施工、试验、计量等各职能部
门的分工协作、迅速推进。

“加装空调不易，但是让空调运转
更难。加装空调后，用电需求量将陡然
增加，各考点变压器容量有限，必须进

行升级改造。”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针对
各考点低压配电现状的差异，公司分别
制定了不同的整改方案予以施工改
造。为了减少对学生生活学习的影响，
该公司施工人员认真做好安全防护。
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清运
全部剩余器材，拆除全部临时设施，将
现场恢复原样。为了保证日后用电安
全，施工人员在做好低压电缆隔离防护
的同时全面安装警示标识。

该公司制定了周密计划，在不影响
学校学生上课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
班加点利用休息和夜间时段施工。经
过数个昼夜的通宵施工，6 月 25 日，淮
北一中增容工程率先送电成功，空调满
负荷运行40分钟正常，播音系统清晰无
干扰。

截至6月28日，淮北万里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为8所学校增设空调373台，圆
满完成电力设施改造和空调安装工作。

由于本次增容工程数量多、工期
紧、难度高，又恰逢雨季，施工中为避免
施工产生的噪音对学生上课产生影响，
淮北万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校方周
密计划、合理安排施工，加班加点利用

学生休息和夜间时段通宵施工。仅仅
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淮北万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安全高
效施工能力得到了校方的认可，分别收
到了淮北一中、西园中学、梅苑中学、市
十二中送来的锦旗。

“锦旗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客
户对万里电力工作态度的肯定和认可，
是让万里电力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的强
大动力。相信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公
司上下一心，全力配合，确保新增负荷
平稳运行。”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圆满完成8个考点电力设施改造和空调安装工作

淮北万里电力全力当好中高考“助考人”

认识货车盲区 交通安全进校园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电缆终端红外温度检测。 ■ 摄影 通讯员 赵珊珊

6月27日，濉溪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向小学生讲解货车盲区相关知识。

当日，濉溪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濉溪县实验小学开展“认识货车盲区 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民警通

过引导学生现场体验大货车盲区，讲解货车转弯时存在的“内轮差”等相关知识，让同学们切身体验到货车盲

区的危险，进而增强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 摄影 记者 梅月 通讯员 张亚魁

淮北人社服务快办行动来啦！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尹力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杨永照 邢海燕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赵珊珊 汪洋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任胜男

本报讯 近期，按照人社部
《关于开展“人社服务快办行动”
的通知》要求及省人社厅工作部
署，市人社局结合实际，聚焦人
社领域服务事项，通过关联事项

“打包办”、高频事项“提速办”、
所有事项“简便办”，为企业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服务。

提高思想认识，在“宣”字上
造氛围。市人社局高度重视，坚
持“人民至上”理念，局主要领导
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召集相关窗
口单位及业务科室专题研究部
署该项工作，重点围绕 10 个企
业、群众眼里的“一件事”及 25
项“提速办”服务事项备选清单，
细致梳理涉及的服务事项，着力
优化办理流程。同时，通过新闻
媒体广泛宣传工作举措和要求，
扩大政策社会知晓度。

综合业务整合，在“清”字上
做文章。结合我市人社系统开展
的“六个问题”专项整改活动，不
断深化“综合窗口柜员制”改革，
持续推动人社领域“减材料、压时
限、强设施、转作风”，制定深化市
社会保障办事大厅综合窗口改革
实施方案，实行“前台综合窗口统
一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
口统一出件”的服务运行机制，使
企业、群众由“一事跑多窗”变为

“一窗办多事”，打造科学规范高
效，企业、群众满意的一流社会保
障服务。目前，正在对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退休申报业务的清理整
合、打包办理。将退休申报时间
提前2个月，便于工作人员提前
受理、审核档案。同时，加快单位

内部流转、审核流程，改“一月一
审”为“一周一审”，着力解决群众
关心的难点痛点问题。

落实“减证便民”，在“减”字
上优流程。开展取消全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事项部分申
请材料落实情况“回头看”，要求
全市人社系统对照人社部和省人
社厅221项服务事项取消证明材
料情况逐项进行“回头看”，彻底
查找存在问题，建立台账限时整
改。全面推广人社业务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不再要求提供非必
要证明，依据书面（含电子文本）
承诺办理相关事项，从制度层面
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办事慢、
多头跑、来回跑问题，方便群众和
企业办事，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政
府依法行政能力。目前我市已有
就业见习补贴申领、高校毕业生
见习补贴发放等15项业务事项
实现了告知承诺制，市人社服务
事项所需申请材料减少材料159
份，减材料占比为27.23%。

推行网办服务，在“压”字上
见实效。全力推进人社政务服
务事项全程网办和一网通办，已
有36项业务实现了四级全程网
办深度。推行“一网通办”，实现
了与市场、公积金、人民银行、公
安、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互
联互通，全面做到“六个一”，即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采集、
一套材料、一档管理、一日办
结。全面推行线下实体网点服
务与线上互联网服务深度融合，
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淮北分厅打
造“人社便民服务店”，开通查询
打印等 28 项业务。目前，我市
人社服务事项办理总时限缩减
1981天，缩减比例达6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