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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7日上午，我市召
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会，进一步
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在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同时，把更多精力集中到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上来，采取更有力、更
有效、超常规的管控措施，确保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覃卫
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胡亮、胡百
平、章银发、高维民，市政府秘书长赵
德志参加会议。副市长胡百平主持会
议。

覃卫国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
各县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决策部署，做好项目谋划，狠
抓任务落实，全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覃卫国强调，完成今年的大气
污染防治目标任务，既是重要的社
会责任，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要
清醒认识形势，切实增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政
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保持清醒头脑，认清严峻

形势，挂图作战、精准发力，持之以
恒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为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留足空间。要坚持
问题导向，全力破解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难题。按照《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结合秋
冬季大气污染源特点，突出抓好重
污染企业、机动车污染、工地扬尘、
重点项目推进、燃烧散煤等问题，完
善防治举措，强化工作落实，着力破
解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突出问题，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筑牢基础。要强
化工作保障，坚决完成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任务。实施清单管理、严格
责任落实，强化科技支撑、实现精准
治污，完善监督机制、强化考核问
责，坚持铁腕治污、严执法严处罚，
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浓厚氛围，全力
以赴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会议通报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举措，相关
单位作表态发言，与会市领导就抓好
分管领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

市直相关部门、县区政府及开发
园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覃卫国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会上强调

铁腕治污严管重罚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记者：请您谈谈淮北市是如何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

黄晓武：时隔 4 年多，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重要指
示，发表重要讲话，给淮北发展带来
极其难得的重大机遇，广大干部群众
备受鼓舞、倍感振奋。8 月下旬以
来，淮北市迅速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
会议、宣讲报告会等，举办中国碳谷·
绿金淮北转型崛起大讲堂、全市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开展系列专题调研
等活动，统筹推进“大学习、大宣传、
大调研、大贯彻”工作。10月13日，
淮北市召开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制定了《中共淮北
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奋力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在加快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上取
得新的更大进展的实施意见》。

记者：淮北转型成果丰硕，主要
做了哪些工作，取得哪些成效？

黄晓武：淮北市认真落实五大发
展理念和“五个扎实”要求，确立了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发展战略，形成了

“坚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
工作中心，激活创新驱动、招商带动
两大动力引擎，打造政治生态、经济
生态、自然生态三个‘绿水青山’，推
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实现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的

“一二三四五”总体发展思路，坚定不
移推进发展转轨、产业转型、城市转
向、动能转换、共建共享，产业由“高
碳资源”向“低碳利用”迈进、城市由

“依山建城”实现“拥湖发展”、形象由
“乌金城市”向“绿金淮北”蜕变，获得
中华环境优秀奖、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2019 年末，淮北市常住人口高于户
籍人口 8.3 万人，连续 6 年保持净流
入，全面实现由“煤城”到“美城”的华
丽转身。

淮北市以碳基、铝基、硅基、生物
基、高端装备制造、大数据产业等“四
基一高一大”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

谋深谋实谋细“十四五”
加快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
——访淮北市委书记黄晓武

10月26日拍摄的化家湖水满映蓝天。

秋日的化家湖4平方公里水面一碧万顷，青山环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市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坚定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以山为笔，以水为墨，以天地为纸，以梦想为砚，绘就“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

九河十八湾”的山水生态画卷。 ■ 摄影 记者 黄鹤鸣

碧水蓝天
化家湖

本报讯 日前，2020长三角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总评榜仪式在浙江
湖州召开。盛会深度梳理区域文化
和旅游融合成果并设置5大榜单，我
市隋唐运河古镇-隋唐草市荣获“长
三角夜间文化和消费样板街区”，与
合肥罍街一同成为安徽省上榜的两
个荣誉街区。

“隋唐入梦，与城共荣”。自
2017 年底开街试运营，隋唐运河古
镇-隋唐草市已对外开放近3年，街
区入驻商家189家，涵盖运河味道餐
饮、民俗婚庆、精品客栈、文化艺术四
大业态，目前古镇街区的夜间消费已
占总消费额的70%。

今年以来，隋唐运河古镇加快景
区业态多样化建设，不断融合运河文
化、隋唐文化、淮北地域文化等文化

元素，结合独特的隋唐时期民居古建
风格，与夜间旅游相结合，打造集休
闲、时尚、购物、餐饮、娱乐、文化为一
体的综合性夜间文化和消费旅游商
业区。特色主题活动、夜间演艺、多
媒体投影、主题亮化、特色打卡等多
种方式，不断丰富游客夜间游览及消
费的体验感，成为我市及周边市民休
闲旅游标志景点。近年来，古镇景区
先后获评“安徽省餐饮质量安全街
区”“安徽省省级特色商业示范街区”

“安徽省十佳夜游街区”“长三角夜间
文化和消费样板街区”。

按照发展规划，隋唐运河古镇还
将持续提升示范区品质，聚合运河大
观园、南市金街等仿古商业组团，围
绕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建设目
标，升级古镇夜食、夜购、夜游、夜娱
等个性化、体验式的新业态新模式，
让“城市会客厅”名片更加靓丽。

隋唐运河古镇获评“长三角
夜间文化和消费样板街区”

本报讯 10月27日，申能安徽平
山电厂二期工程锅炉首次点火并且
一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机组正式进
入点火冲管调试阶段，为机组“168”
试运和按期投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保证机组锅炉点火节点顺利
完成，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制定了
合理严密的施工计划。面对大体量
的机组安装工作，公司克服因疫情影
响导致工期紧、施工人员不足、设备
到货紧张等各种困难，按原计划完成
了机组汽水系统、燃烧系统和风烟系
统等安装调试工作，为锅炉按期点火
创造了有利条件。点火前，公司与安
装单位、调试所及监理单位充分准
备、认真部署，对点火涉及的系统设
备安全性及完好性逐一排查，对点火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做足了
防范措施。点火过程中，各专业人员
密切配合、团结协作，严格按照既定
的调试方案及安全措施落实各项工
作，保证了锅炉点火的一次成功。

据悉，申能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重点能源项目，是申
能集团积极参与沪皖合作项目、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由申
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新建，淮北申能
发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项目总投
资53.79亿元。该工程致力于建设成为
当今全球单机容量最大（达到1350兆
瓦）、能耗最低的火电机组，在国际上首
创高低位布置方式的双轴二次中间再
热发电机组，同时采用申能集团旗下申
能科技公司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及专利的节能减排创新技术，机组预
期供电煤耗为251克/千瓦时，将成为
全球最节能的火电机组。

平山电厂二期工程
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

唯改革者进，唯开放者强。
“十三五”以来，我市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出台了一
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在推动各领

域改革全面“开花”、重点领域改革陆
续“结果”的同时，携手大淮海、融入长
三角，浓墨重彩绘就开放“新画卷”，不
断激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活力和动
力。

蹄疾步稳勇闯改革“深水区”

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
我市精准用力，一大批体制性、机制性
难题相继破解，一大波改革动力、创新
活力竞相涌现。

在增强发展动力活力方面，在

全省率先推行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至 1 个工作日以内，实现全国最短。
成立全省首个行政审批代理服务中
心，1550 项权力事项、行政审批事项
实现“最多跑一次”。以综合信用指
数全国第4 名的成绩，荣获全国第二
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高
水平建设新型智慧城市，获评中国
智慧品牌创新城市。市传媒中心挂
牌运行，濉溪县融媒体中心建成投
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走在全省前
列。

在加强生态修复与保护方面，

城区雨污分流工程进展顺利；推深
做实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改革，顺
利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通过
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验
收，在全省水资源管理考核中排名
第一。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荣获第
十届中华环境优秀奖。国家自然资
源部在我市召开全国部分省市矿山
生态修复暨采煤沉陷区治理座谈
会，推广淮北经验。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民生工程
综合考评连续十年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改革活力迸发 开放天高地阔
——“十三五”期间我市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

《安徽日报》10月27日报道

■ 安徽日报记者 丁贤飞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陈冲 李鹏举

■ 记者 韩惠

■ 记者 詹岩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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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6日至27日，省委
常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张
西明来我市，督导调研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
委（宗教局）主任（局长）陆友勤，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昌顺
等参加督导调研。市领导黄晓武、覃
卫国、钱界殊、任东、孙兴学分别陪同。

在陶铝新材料研究院，张西明详
细了解陶铝新材料应用及航天材料铸
锭生产线情况，鼓励企业打好科技创
新牌，不断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
展。平山电厂二期工程因技术世界一
流成为皖沪两地经济交流的热点，张
西明在听取项目介绍后表示，关键核
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平山电厂承载着

国家重托及清洁煤电的希望与未来，
要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把项目做大做
强。在淮北先进高分子结构材料省级
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张西明察看了焦
炉煤气综合利用制甲醇项目等。他强
调，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
遇，补齐产业链条缺环短板，加快形成
新发展格局。张西明一行还深入理士
新能源、英科医疗，希望企业持续加强
核心技术研发、加快产品转型升级。

市城市展示馆和历史档案馆记录
了我市建市以来的沧桑巨变，张西明
步入“两馆”展厅，认真听取事迹介
绍。他说，要发挥好利用好“两馆”阵
地，对接单位、学校、社区，开展常态化
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南湖、绿金
湖是我市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项目，
如今草木葱绿、环境宜人。张西明对
修复后的美景连声称赞，他强调，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不断提升城
市品质品位，让民生福祉更加厚实。

作为苏鲁豫皖接壤地区较大的佛
刹宝地，显通寺有着 1700 多年的历
史。张西明在调研时指出，宗教要坚持
中国化方向，与党的领导、国家的方针
政策和民族利益相一致，把信教群众紧
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做到爱国爱教。在
临涣文昌宫，张西明重温了淮海战役激
烈的战斗场面和淮北人民动人的支前
故事。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
用小车推出来的，要把红色资源挖掘好
利用好，吸引更多群众接受红色文化熏
陶，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

在淮期间，张西明一行近距离感
受了淮北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的新面貌、新变化，对我市成功走出
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创新发展之路给予

高度评价。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在扎实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
会精神，结合淮北实际创造性抓好贯
彻落实，把学习贯彻成果体现到改革
发展稳定的具体实践中，为加快建设
美好安徽作出更多淮北贡献。

市委书记黄晓武表示，我市将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要求，巩固提升优势传统产业，
着力发展“四基一高一大”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奋力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在加快建设中国
碳谷·绿金淮北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张西明在我市督导调研时强调

结合淮北实际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
为加快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多力量

■ 记者 王晨 俞晓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