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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4 日至 6 日，市委
书记黄晓武深入濉溪县临涣镇、韩
村镇、百善镇和铁佛镇，住村入户、
走访调研，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共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新
型城镇化发展。

千年古镇临涣如何在保护和开
发中焕发生机，黄晓武心系于此。
他察看古城墙保护开发及遗址公园
建设现场，乘船督查浍河、包河河道
治理情况并踏勘水系交汇、沿岸风
景开发路线，要求临涣镇将文化资
源与美丽古镇相融合，大力发展旅
游产业，带动镇村经济发展。

4 日考察结束后黄晓武入住临
涣镇临南村刘焕军家，已是掌灯时
分。唠家常中，他了解刘家日常生
活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脱贫攻
坚进入冲刺阶段，濉溪情况咋样，黄
晓武放心不下，晚饭后，他从刘家赶

到临涣镇政府，和濉溪各镇以及临
涣各村党总支主要负责人、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座谈交流。

得知各镇村脱贫攻坚比扎实、
讲细节、论实效，黄晓武很高兴，希
望大家保持连续作战、不怕疲劳、毫
不懈怠工作作风，全力夺取最后胜
利。黄晓武还结合濉溪发展实际，
为大家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重大意义，把握新发展阶
段特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认真谋划好县镇村“十
四五”发展，同时强化党的全面领
导，落细落实各级各项措施，加快濉
溪高质量发展步伐。市委常委、濉
溪县委书记任东参加座谈。

5日一大早，黄晓武来到韩村镇
信义光伏电站。2300 亩采煤沉陷水
面上光伏方阵似士兵着盔甲列阵。
电站并网后年发电量 1.3 亿千瓦时，
水下养殖还让当地43户贫困户和边
缘户受益增收。黄晓武问运营、看

周边，希望镇村和企业携手整治美
化周边环境，发展工业观光旅游。

马店幸福家园是煤化工基地周
边拆迁村庄居民安置小区，村民住
上两层小楼，医疗室、图书阅览室、
警务室、党群服务中心一应俱全，韩
村镇还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示范区设在该村。黄晓武进小
区、访居民，上门看望部分贫困户。
听取镇村发展工作汇报时，他说，要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
垒，把各级工作部署转化为基层的
具体工作，抓牢、抓实、抓出成效。

南部次中心建设是我市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大手笔。黄晓武来到
位于百善镇东南部的起步区建设工
地，叮嘱项目方中铁十六局抓住当
前有利时机加快干，建品质一流工
程。要求中心建设指挥部以人为核
心建设现代化新城，完善基础配套
设施，着眼共建共享，统筹考虑全域
及地上地下空间，高效集约利用土
地，打造新型城镇化样板。随后，黄

晓武来到柳丰种业育苗基地了解濉
溪育种情况，并调研百善扶贫文化
园建设和古树保护工作。

6日，黄晓武在铁佛镇古城村调
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汉
墓”遗址的保护开发情况，他要求，
既要注重有效保护、夯实基础，又要
注意合理利用、发挥效益，在保护利
用中实现传承发展，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黄晓武还来到我市2016年去产
能关闭矿井海孜煤矿，察看闲置厂
房及配套设施，并与淮矿集团董事
长方良才等会商，谋划矿井关闭后
有效利用资产、采煤塌陷村庄统一
向南部次中心集中安置等工作实施
方案。黄晓武强调，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市矿携手前瞻性、系统性梳
理排查、统筹谋划近五年内需要搬
迁村庄的人员安置工作，造福一方
百姓。

市领导任东、张力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海孜煤矿调研活动。

黄晓武走访调研濉溪县四镇

讲政策 察实情 聚民智 谋发展

本报讯 11月5日至7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覃卫国率队赴沪开展招商
考察活动，宣传推介淮北，推进项目合
作。副市长胡亮，市政府秘书长赵德
志参加考察活动。

在绿地集团，覃卫国一行受到集
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的盛情接待，双
方就促进产城融合及进一步深化绿地
在淮投资布局等具体问题深入探讨。
张玉良首先对淮北市委、市政府给予
绿地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
示，绿地将把淮北作为在皖战略布局
的重要节点城市，协作谋划、加强合
作，放大规划、全面布局，加快多元产
业导入，构建产城融合模式，为淮北高
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覃卫国表
示，绿地集团作为国内领先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一流的城市运营服务商，
在产城建设方面有优势、有经验，理念
新、标准高，希望充分发挥综合性产业
优势，集中优质资源、全球资源，借“高
铁”西向布局与“飞地”融合徐州之机，
引导优质产业进入淮北，扩大区域投
资，实现产城融合。座谈交流后，覃卫
国一行参观考察了上海绿地全球商品

贸易港。
均瑶集团是以实业投资为主的现

代服务业企业，现已形成航空运输、金
融服务、现代消费、教育服务、科技创
新五大业务板块，目前以陶铝新材料
为“媒”，致力在淮北推进陶铝新材料
产业化，打造国际领先的中国陶铝产
业基地。覃卫国一行在集团董事长王
均金的陪同下，参观了均瑶集团展厅，
详细了解五大业务板块和重点产业发
展。随后，覃卫国一行在均瑶集团会
议室，与上海浙江商会企业家座谈交
流。覃卫国简要介绍了淮北市情和政
策利好，与各位企业家在推进汽车轻
量化应用等领域深入探讨、交换意见、
达成共识。覃卫国希望上海浙江商会
各位企业家朋友，多到淮北走一走、看
一看，更深入了解淮北、关注淮北、助
力淮北，为淮北转型发展多提宝贵意
见，实现双方共建共享共赢。

在沪期间，覃卫国还先后到英科
医疗、新通联、光明乳业、上海绿谷等
企业走访或座谈，并参观了正在国家
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市直相关部门和濉溪县、相
山区、杜集区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上述活动。

覃卫国率队赴沪开展招商考察活动

深化战略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本报讯 11 月 6 日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方宗泽前往烈山区宋疃
镇，督导“抗补促推”专项行动开展情
况。

在黄营灵枣产业园基地项目施
工现场，大型机械和运输车辆来回穿
梭，工人们正在有序施工。方宗泽边
走边察看道路施工环境，详细了解黄

营村旅游开发项目推进、村集体经济
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方
宗泽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发
展，要注重产业规划，利用优势资源
培育特色产业，打造精品果园，助力
村集体经济增收；要加大基础设施和
配套项目建设，持续改善村容村貌，
为乡村旅游项目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

在和村，方宗泽沿途察看了和村

发展近况以及农旅小镇项目选址地
点，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并现场研
究有关事宜。方宗泽强调，农旅融合
是未来乡村发展的一个趋势，要用足
用好专项债资金，加快推动七彩和村
农旅小镇落地实施，努力形成特色旅
游品牌；要广泛征求百姓意见，加强
宣传引导，最大程度争取群众支持；
要重视“能人”带头引领作用，鼓励在
外“能人”回家乡、建家乡，支持家乡

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将紧紧围绕市
委决策部署，找准我市农业农村改革
发展中重大事项和农民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
实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督导期间，方宗泽还察看了杨船
路建设项目路段，巡视各损毁路段修
补情况；走进安徽鑫成功瓷业科技有
限公司，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协调解
决用电方面的实际困难。

方宗泽赴宋疃镇督导“抗补促推”专项行动

本报讯 11月5日，记者从市发展
改革委获悉，淮北——宿州——蚌埠
城际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得安
徽省人民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前期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淮北——宿州——蚌埠城际铁路
项目是京沪高铁的重要辅助通道及皖
北城际铁路网的骨干项目。项目建设
有利于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有利于

加强皖北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合
肥都市圈的交通联系，促进沿线经济
社会发展。

项目自淮北北站引出，向南经淮
北、宿州、蚌埠三市，引入蚌埠南站，新
建线路长度162.2公里，设淮北北、淮
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
等 6 座车站，在淮北市境内设淮北北
站、淮北西站和双堆集站3个站，其中
淮北北站为既有站，新建淮北西存车
场，设6条存车线。项目设计时速350
公里，估算投资255.88亿元，计划建设
工期4年。

京沪高铁的重要辅助通道及
皖北城际铁路网的骨干项目

淮北—宿州—蚌埠
城际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本报讯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通知，对
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典
型地区予以通报表扬，相山区推进农
村土地确权工作做法受到充分肯定，
获评全国荣誉。

近年来，相山区将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作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重大任务，按照集中攻坚与分
类指导相结合原则，着力解决人多地
少、农村土地纠纷矛盾等突出问题，圆
满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相山区坚持层层把控、落实守土
尽责，区级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
的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安排土地确权
工作经费260万元,建立督查调度通报
工作制度；镇级及时制定下发《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
方案》，各村（社区）抽调200余名熟悉
村组情况、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
参与二轮土地分包的人员及村民代表
等，全程参与确权调查、摸底、指界、勘
误修正以及纠纷化解等工作，齐抓共
管、协力推进。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是发挥土地承包经营权效用、维护承
包农户经营权益的重要手段。相山区
多层次开展业务培训，组织渠沟镇、凤
凰山开发区及一线村干部参加市、区
培训600多人次，多次赴先行试点县区
学习经验。印发《相山区农村土地确
权宣传手册》、致农民群众的一封信、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相关问题解答
等宣传材料，制作宣传栏板、悬挂宣传
条幅，力争户户知晓、人人明白，全力
营造“我要确权”的浓厚舆论氛围。

相山区获评
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全国典型

习近平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11月5日，在濉溪县刘桥镇周大庄村，文艺工作者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

当日，由淮北市文联和农行组织开展的“踏歌起舞幸福来”文艺助推脱贫攻坚系列演出启动仪式在濉溪县刘桥镇周大庄村举行，文

艺工作者倾情奉献戏曲、小品、歌舞等精彩的文艺节目，深受基层群众欢迎。据了解，此次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底，文艺工作者还将深

入全市乡村巡回演出，满足农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脱贫。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徐峰

文艺下乡
助力脱贫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裴仁桂 杜贡献

■ 记者 黄顺

■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纵玉华

■ 记者 王晨 实习生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