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版
Http://www.hbnews.net 民 生

编辑/版式 张冰 /孙维维 hbck2010@126.com 校对 孟祥兰

2020年11月9日 星期一

MINSHENG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全市
“扫黄打非”工作，净化出版物市
场环境，近日，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支队配合市扫黄办对烈山
区、杜集区、濉溪县开展出版物
市场专项检查。

随机抽查了县区出版物零
售单位，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是
否出售非法出版物，进销货清单
是否留存，所销售的书籍是否含
有色情、暴力凶杀和封建迷信等
内容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个
别偏远书店存在违规出售非法
出版物行为，经营业主版权意识

淡薄、辨别能力不足，执法人员
现场予以纠正，并对书店经营者
进行宣传教育。一是向其普及
如何辨别非法出版物、盗版书籍
的方法，并帮助下载“扫黄打非”
APP，现场教授出版物版权信息
查询使用方法；二是要求书店经
营业主在采购书籍时一定要正规
渠道进货，保存好进销货清单，坚
决抵制非法出版物及盗版书籍，
从源头上保护青少年儿童心理健
康，营造良好的读书文化氛围。

记者了解到，此次检查共出
动执法人员45人次，检查出版物
经营单位9家次，发现问题4处，
现场收缴非法出版物37册（本）。

本报讯 10月23日，记者从市生
态环境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前三季度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继
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
照中央、省、市统一部署，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推动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积极进展，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今年1月1日至9月30日，我市细
颗粒物（PM2.5）浓度为45.0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10.2%；优良天数比例为
70.8%，同比上升10.7个百分点。可吸
入颗粒物（PM10）浓度为 72.9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7.5%；二氧化硫（SO2）
浓 度 为 7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36.4%；二氧化氮（NO2）浓度为 21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6.0% ；臭 氧
（O3_8h）浓度为 173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8%。

与此同时，我市完成夏季臭氧攻
坚预定目标。生态环境部下达我市任
务：2020年6月—9月份优良天数需达
到的目标为87天，我市完成优良天数
94天，比去年同期增加22天。

2020 年是蓝天保卫战的收官之
年，面对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严峻形势，
市生态环境系统将要找准根源症结，
科学精准施治，推动我市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为建设美丽淮北提供良
好生态支撑。

本报讯 为全面做好秋冬季落叶清
扫工作，确保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侨银保洁公司针对这一季节性问题，主
动作为，采取有效措施，广大一线环卫
工人起早贪黑，打响了一年一度的扫落
叶“攻坚战”，保证主城区环境卫生质量
不下降。市城管部门数据显示，连日
来，环卫工人日均清理落叶达6吨左右。

据了解，对于季节性落叶，市城管
部门启动《冬季落叶清理应急预案》，要
求各保洁公司合理调配人员、车辆，视
天气情况，整合利用资源向落叶密集地
段适度倾斜，加快落叶收集,严禁焚烧落
叶，确保市区卫生干净整洁。

在整个城区范围内，落叶量最大、
最难扫的就是梧桐树叶了，料峭的寒风
使落叶大面积掉落，给原本洁净的路面

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黄金甲”，环卫工人
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加大落叶路段的清
扫力度。常常是刚刚扫干净的路面，一
阵寒风呼啸而过，转眼又积满了树叶，
有的落叶随风飞到了马路中间，环卫工
人们还要冒着危险钻到车流的间隙里
去清扫。环卫工人们只有清扫，再清
扫，巡回保洁，然后推着大扫帚把落叶
聚拢成堆，及时清运。即使如此，他们
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着和寒风“赛
跑”，只为保持路面的干净整洁。

为进一步减轻环卫工人的清扫劳
动强度，提升落叶的清扫效率与保洁质
量，侨银保洁公司合理安排保洁人员，
备足作业工具，加大清扫力度，协调分
配人员车辆，对树木比较密集，落叶较
多的路段进行重点清扫、巡回收集，确
保道路落叶随落、随扫、随运。并利用
机扫车、高压冲洗车对机动车道、人行

道路面展开冲、洗、扫、收工作，在提升
路面洁净度恢复本色面貌的同时减轻
了工人的作业强度，提升了服务效率与
质量。

为保持城区环境整洁，给居民提供
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该公司在做
好日常保洁作业的同时，根据天气变
化，实时加大保洁力度，增加清扫频次，
实行全覆盖式作业，确保落叶无堆积；
同时根据各路段实际情况调度垃圾压
缩车、清运车等机械设施参与清理，并
加大垃圾清运力度，及时清运树叶，确
保人员、工具、车辆及时到岗到位，增派
清扫车辆和垃圾清运车，加大机械化清
扫和垃圾清运力度，用实际行动确保落
叶期间城区的环境卫生状况保持良
好。同时，督查人员对道路巡回检查，
实时监督城区落叶清扫情况，及时安排
清扫、清运枯枝落叶，加强保洁工作纪

律督查，严禁焚烧落叶现象的发生，消
除火灾隐患。

此外，据侨银保洁公司负责人介
绍，不及时清扫落叶存有安全隐患，一
方面下雨天落叶易导致路面打滑；另一
方面落叶被雨水冲到雨水井，时间久了
容易引发堵塞。同时，树叶若长时间停
留在地面上，会逐渐风干，经车轮碾碎，
在过往车辆的带动下，飘散到空气中，
增加PM10、PM2.5等细小颗粒物的含量，
污染大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落叶得
不到及时清扫，它就不再是城市景观
了，反而会影响市政市容环境，造成空
气污染。

本报讯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
及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叠加影
响，我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
器”和“助推器”作用，通过加大财
政保费补贴力度，引导和鼓励农
户积极参保，减少农户因灾损失，
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继续增加农业保险品种。目
前，我市已有小麦、玉米、大豆、能
繁母猪、育肥猪、奶牛、公益林、商
品林、马铃薯、花生、芝麻和小麦
制种等12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品
种；有苹果、石榴、桃、枣、葡萄、大
棚蔬菜、能繁母羊和肉牛等8个地
方特色农险品种，农业保险覆盖
面进一步扩大。

承保规模创新高。截至目前，
全市已完成承保小麦基本险154
万亩，大灾险10万亩；承保玉米
162万亩，玉米大灾险10.7万亩；
承保大豆14.8万亩；承保能繁母
猪5.9万头，奶牛0.28万头，育肥
猪16.7万头，至年底还需承保能
繁母猪6万多头。已承保蔬菜大棚

2618亩，承保苹果4638亩，承保
葡萄树4502亩，至年底还将承保
石榴、枣树、大棚等17000多亩。

财政补贴资金大幅增加。预
计全年保费总额达到8000多万
元，同比增长32%，其中，各级财
政保费补贴资金6700多万元，增
长37%。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
全市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提供了
近14亿元的风险保障。

及时查勘快速理赔。今年，我
市各保险经办机构本着应赔尽
赔、及时兑付理赔资金的原则，及
时足额赔付。截至目前，国元保险
已赔付小麦2457.9万元，秋季的
玉米、大豆赔付金额已基本确定，
约5600万元；人保财险养殖业理
赔金额818万元，人寿财险特色农
产品理赔金额310万元。全市总计
共赔付理赔资金约9186万元，至
年底，人保财险养殖业将根据受
灾情况继续赔付。理赔资金的及
时到位，有效增强了我市农业抵
御和化解灾情能力，降低了农民
群众损失，促进了我市农业持续
稳定发展。

本报讯 11月7日，迎来我国
传统节气“立冬”。立冬节气，高
空西风南支波动的强弱和东移，
对江淮地区降水天气影响很大，
会出现大范围阴雨天气，并有寒潮
和大幅度降温。立冬，也有农作物
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意，同时又
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

立冬之后，冷空气活动开始
频繁，每次冷空气到来都会出现
一次明显的降温、大风和雨雪天
气过程，而后又转晴，并逐渐转暖
回升，形成“三日寒、四日暖”寒暖
交替的天气变化。因此，中医养
生专家建议市民可以选择富含

糖、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
物。此外，多吃蔬菜，适量吃一些
动物内脏、鱼、蛋类食物，这些食
物，一方面能补充因天气寒冷消
耗掉的热量，同时也可以起到养
血的作用，对于身体虚弱的老年
人、儿童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中医养生讲究“藏”，意思是人要
注意在冬季保持精神的安静。秋
冬时节，人体的代谢都进入相对
缓慢的时期，对于老年人而言，更
要调整好起居作息。

医生提醒，冬天寒冷，人的四
肢较为僵硬，因此更强调锻炼前热
身。锻炼时的衣着要根据天气情
况而定，以保暖防感冒为主。运动
后要及时穿上衣服，以免着凉。

秋风吹叶落 环卫清扫忙

11月6日，2020全国U20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市体育馆举行。来自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
辖市以及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冶金体协、北京体育大学等50多个单位将参加此次赛事。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摔跤协会、安徽省体育局、淮北市
人民政府主办，为国家一类赛事，由裁判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组成的参赛人员规模达1200人左
右。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朱桂发

全国全国UU2020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淮北开赛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淮北开赛

加大补贴力度 减少因灾损失

农业保险为农户撑起“保护伞”

前三季度我市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

立冬节气至 养生需注意

我市开展“扫黄打非”出版物市场检查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崔海富

■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谢芳

■ 记者 黄旭 实习生 庞格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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