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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30日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戎培阜调研 2019 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情况，初审专项工作报告。

戎培阜对财政收支审计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关注了热点、突出
了重点、提高了质量。就如何做好
审计及审计整改工作，戎培阜强调，
要进一步突出审计重点，加大对中
央和省委、市委重大政策措施贯彻
落实及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跟踪审

计力度，围绕三大攻坚战、国有企业
资产管理等重点领域，更好发挥审
计职能作用；切实抓好审计整改，加
强市人大财经委、财政、审计等部门
的协调配合，督促相关部门对照问
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逐一进行整
改，确保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注重审计结果运用，推动政府有
关部门完善相关制度及工作机制，
堵塞漏洞，着力提升财政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委
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在两
宫广场组织开展保安行业“忠诚践
行初心使命、共筑抗疫抗洪长城”主
题宣传日活动。

活动充分反映了我市保安行
业发展成就，展示保安行业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服务治
安防范工作的突出成绩，展示了
广大保安员不惧艰险、昼夜奋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汛抢

险、抗洪救灾一线作出的重要贡
献。

近年来，我市保安行业队伍坚
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极协助
公安机关开展治安巡逻防控、大型
活动安保、矛盾纠纷化解、突发事件
处置等工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我市
现有 119 家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
13家保安公司、5家分公司，注册保
安员5000余人。

戎培阜调研2019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市公安局开展
保安行业主题宣传日活动

2019年以来
淮北籍立功受奖人员名单

2019年以来，淮北籍现役官
兵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乐
于奉献，书写了不凡的奋斗历
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官兵，其

中荣立二等功 6 人，三等功 96
人，为褒扬先进、鼓舞士气，激励
更多有志青年扎根军营、建功立
业，特张榜公布。

——淮北军分区

本报讯 近年来，淮北汽
运公交党支部把党建工作融
入到日常管理与服务中，着力
打造具有公交党建特色的“百
姓公交·红心闪耀”品牌，让党
建品牌在助推企业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

为了丰富和活化“百姓公
交·红心闪耀”品牌，汽运公交
党支部一方面在恒基城中转站
组建了“司机之家”和“幸福驿
站”，一方面结合企业文化建设
提炼品牌内涵，运用不同的文
化元素和内容把“一路一主题，
一车一文化”融入品牌之中，教
育公交驾驶员把十米车厢当成
自己流动的家、乘客的“会客
厅”，把乘客当做自己的亲人、
朋友来对待，在每一路、每一辆
公交车上配备了应急药物、雨

伞、老花镜、针线包……让乘客
坐上汽运公交就能感受到家
的温馨。扶老携幼、拾金不
昧、应急救助等好人好事在淮
北汽运公交车厢里已经成为
常态。

恒基城“司机之家”和“幸
福驿站”，不仅仅被公交驾驶
员和出租车司机熟知，在环卫
工人、快递小哥、城管协管员
等户外工作者的圈子里也都
颇为出名。“司机之家”和“幸
福驿站”里，配置了空调、冰

箱、液晶电视、微波炉、热水
器、一次性纸杯、应急药箱、报
刊 杂 志 、座 椅 、床 铺 、无 线
wifi、充电器、针线包、雨伞等
物品，让顶寒风冒酷暑、起早
贪黑的公交驾驶员、出租车司
机、户外工作者能够喝口热
水、吃口热饭、睡个好觉。

由于驾驶员工作性质的
特殊性，家里的孩子放学以后
没人能够照顾。“幸福驿站”里
的“五点半课堂”成了孩子们
的乐园，每天都有党员志愿者

陪着孩子们做手工、辅导课
业，让汽运公交的职工能够安
心工作、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在“幸福驿站”里的党员
志愿者工作区，有一本写满字
的记录本，上面由党员志愿者
记载的每天公交车上、驿站里
发生的事情和需要党员待办
事项……“作为公交公司的党
支部，自然要围绕公交服务，
发挥示范引领。”淮北汽运公
交党支部相关负责人讲出了
公司党员们的心声。

扮靓党建品牌 提升公交服务

汽运公交党支部打造“百姓公交·红心闪耀”品牌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对全市非法加油站
点整治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
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市市
场监管局为牵头单位的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持续开展非法
加油站点专项整治行动，进一
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消除
安全隐患。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截至目前，执法人员共检
查经营户 981 户次，排查 97
家非法加油站点，立案查处
3 件，责令停止经营 94 家，查
处涉及非法流动加油车 5 起
治安案件，行政拘留 3 人，有
效打击和震慑非法加油站点
和流动加油车违法经营行
为。

印发了《关于开展非法
加油站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的通知》，进一步分解目标任
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商

务、公安、交通运输、生态环
境等多部门协作，细化整治
措施，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
作机制，为严厉打击非法加
油站点整治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强化属地责任，加大排查
力度。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
挥非法加油站点整治牵头部
门作用，统筹协调有关职能部
门和各县区政府，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原则，积极发挥网格员
制度优势，对辖区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排查，及时上报排
查进展情况，统筹协调解决工
作开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通
过多部门联合现场办公，妥善
解决查处工作。

强化广泛宣传，大造舆论
氛围。利用县区、镇（街道）、
社区的广播、宣传栏、执法车
辆等方式深入开展宣传活动，
动员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
在全市形成了打击取缔非法
加油站点和流动加油车的高
压态势。对于非法加油站点

经营者能够主动纠正违法行
为的，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
政处罚；对于顶风依然从事非
法经营的，坚决依法从重处
罚。同时，坚持疏堵结合，优
化审批流程，对因证件未办理
而关停的加油站点，各部门各
司其职加快审批验收进度，科
学合理布局站点建设，积极将
网点建设向农村和偏远地区
延伸，填补站点建设空白，满
足全市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
消费需求。

责令停止经营94家 查处5起治安案件

我市整治非法加油站点专项行动见成效

本报讯 市审计局潜心
念好“四个字诀”，全力推进审
计全覆盖，充分发挥审计在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

展。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念好“促”字诀。聚
焦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开展政策跟踪审计，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
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调查，开
展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审
计，开展促进就业优先政策落
实情况专项审计，促进国家重
大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见效。

预算执行和专项资金审
计念好“挤”字诀。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审查各级财政部门贯彻落
实《预算法》和国家、省、市重
大政策情况，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审计力度，加大预算支出绩
效审计力度，揭示财政预算执
行和绩效管理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风险隐患，规范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节约财政支出、
降低财政风险。

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审
计念好“压”字诀。市审计局
重点关注国家、地方重大投资

政策和投资方面宏观调控措
施贯彻落实情况，重点对项目
立项决策、项目概预算批复及
执行情况、征地拆迁、工程招
投标及物资采购、建设资金管
理使用、工程建设管理、工程
质量等方面进行审计监督，促
进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配合干部队伍管理和反
腐败斗争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念好“清”字诀。聚焦权力运
行和责任落实，深化经济责任
审计，紧盯公共资金使用和权

力运行的关键环节,促进领导
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聚焦反
腐倡廉和全面从严治党，充分
发挥审计反腐“利剑”作用，促
进领导干部推动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科学发展；揭示领
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正确界定领导
干部应承担的责任，促进领导
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发
挥经济责任审计在加强领导
干部管理监督和党风廉政建
设中的作用。

市审计局坚持依法高效廉洁审计
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7月29日，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党员干部在交流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心得体会。

连日来，临涣选煤厂党委搭建“红色学习”平台，通过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立体学习模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石启元

用党的创新理论
推动企业发展

本报讯 截至 6 月 23 日，邮储
银行淮北市分行三农贷款放款6.24
亿元，年净增达1.05亿元。其中，针
对粮食收购主体发放贷款 332 笔，
发放金额6700余万元，位列全省系
统内夏粮收购放款量第 5 位，有力
支撑了全市夏粮收购工作。

紧盯夏秋粮收购项目，积极对
接当地粮库、收粮大户、粮食经纪
人，组织信贷客户经理扎实开展收
粮户现场走访活动。信贷经理下
乡、进村、入户，做实做细信贷宣传，
做大做强信贷规模。

为实现资金发放、结算及归集
闭环运作，强化部门协同，条线联
动，资源共享，由三农金融部与个人
金融部共同下发夏粮项目营销方
案，通过项目营销方式实现批量获
客，满足夏粮收购产业链中各类客
群综合金融需求。手机银行共计新
增150余户，吸收存款2100余万元，
新增理财 1300 余万元，促进负债、
结算和资产类业务的共同提升。

积极做好平台搭建与维护合
作，大力开展创业担保再就业贷款
宣传活动，不断优化调整创业担保
贷款产品要素，满足不同客户资金
需求，进一步做大创业担保贷款规
模。

邮储银行淮北市分行
三农贷款年净增破亿元

濉溪县（30人）：
周保军、谢新、刘焕臣、马笑笑、谢宝才、罗锋、耿广伟、曹世伟、

朱向阳、代奇峰、李友、李东辉、张晓磊、陶鹏飞、张唱唱、刘怀建、张
顺、罗峰、张亚、刘坤明、梁玉、王棒棒、关书峰、吕家宁、孙鹏、段长
宣、任思衡、赵辉、石稳、王强

相山区（18人）：
王子奇、张博、丁巍、王森、朱剑飞、王宇、唐文超、孟焕州、彭梅、

刘帅、纪黎明、孟雷、任之行、顾宇豪、刘道平、尤亮亮、张博、吴全山
烈山区（28人）：
魏军进、史志波、雷默、马庆万、曹磊、陈辉、张国庆、李杨、侯秀

峰、张孝春、李邵、陈龙震、陈闯闯、郭栋、李传赛、赵德胜、陈争争、朱
振强、张震、张文举、张振宇、李赛、杨涛、朱鹏鹏、李自豪、李三、赵孝
军、王程程

杜集区（20人）
许亚东、王海雪、黄右男、韩香港、徐飞、刘振浩、尹飞、朱然如、

张润生、王亮、杨世强、李自强、李景立、郭干干、张涛、赵世豪、房建
超、张鹏、纵瑞吉、张洪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黄海博

■ 记者 傅天一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杨梦溪 苏培莉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张晓旭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胡召军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李翔

二等功（6人）

三等功（96人）

赵辉、朱峰、朱雷雷、梁军山、房建超、白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