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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 实现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是
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要全面深化抗疫国际
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积极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
共赢，共创亚太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说明，人
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
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守望相助、同
舟共济，弘扬伙伴精神，密切政策沟通和协调，
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作，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争取尽早战胜疫情，努力实现世界经济
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将科学把握新
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
发展格局。

第一，我们将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
通国民经济循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
水平动态平衡。

第二，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经
济发展新动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
提升产业链水平。

第三，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
场活力。拿出更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层次
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
体系深度融合。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
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
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充
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我们将进
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大对各国高质量产品和
服务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的大门将
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
将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外
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有序扩大服务业
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
权。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更加积极地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将
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
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凡是愿同中国合

作的国家、地区、企业，我们都会积极开展合
作。我们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绿
色发展合作。

习近平指出，亚太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去
年，我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
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深化
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把愿景一步步转变为现实，为亚太人民造福。

习近平最后强调，疫情终将过去，胜利必
将到来。让我们携起手来，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坚持开放合作，畅通内外循环，共创共享亚
太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2020年，市委、市政府、市文明委对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高度重视，市财政专门列
支5000万元用于支持三区文明创建工作。按
照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文明办主任
会议部署，先后召开市文明委全会、全市动员
大会和推进大会，聚焦服务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这条主线，围绕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
城市这个目标，对标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公益宣传、基础设施和环境
秩序、交通秩序、窗口服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6大专项提升行动，努力
使文明创建更具安徽特色、淮北特点。市委书
记黄晓武、市长覃卫国等市文明委领导高频次
开展“行走淮北”督查，解决一批社会关注、群
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全市上下形成
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大街小巷忙创建”的生动
局面。

在新一轮创建工作中，我市大力推进文明
创建项目化建设，通过建立文明创建项目库，
统筹推进文明创建和文明实践工作。三年来，
累计投入2亿多元，先后实施329个文明创建
项目。在城区，打造火车站、创新大道、人民
路、龙山路等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公益广告
宣传阵地，推出安康、惠苑路社区等一批文明
创建示范点和三家巷、三变巷等一批特色街
巷。针对出行难、停车难，经过3次专题研究
和8次现场督办，拓宽桓谭路，启用淮北站地
下停车场，释放 1000 多个车位，一心一意为
民谋福祉……在农村，积极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举办淮北市首届文明村镇摄影大赛，开
展文明村镇评选，文明村镇占比达50%以上。
重点打造了濉溪县蒙村、王堰村、黄新庄村、颜
道口村“四点一线”移风易俗示范片区，全域文
明创建迈出可喜步伐。

凝聚文明力量 硬核战“疫”显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贯彻落实中

央文明办、省文明办部署要求，有针对性开展
阻击疫情精神文明教育，提高城乡居民文明素

质和自我防护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积
聚起磅礴的文明力量。

奏响防疫宣传“最强音”。创作“汇聚必胜
信心、凝聚精神力量”“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等
一批公益广告，开设抗疫典型系列宣传栏目，
发布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2650 多条，让群众心
里有数、居家放心。全市564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大喇叭全面开播，制作张贴公
益广告 16000 余幅，录制防疫宣讲音频资料
360多个，创作《齐心协力战疫情》《爱的诺言》
等大鼓、快板、歌曲、舞蹈等宣传作品 370 多
个，通过短视频、快闪、抖音等形式广为传播，
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

搭建志愿便民“连心桥”。市文明办、市志
愿者协会开展“万众一心战‘疫’情 淮北志愿
者在行动”主题活动，全市1200支志愿服务队
和364个志愿服务组织强强联手，3.6万余名党
员志愿者带头在全市113个城市社区、439个
居民小区，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2270 次以上。
招募600多个专业志愿者组建心理疏导群，在
全市开设20多条网络、热线电话，筑起一道群
众心理“防火墙”。 1800 多名青年志愿者、
2200 多名巾帼志愿者争当示范者和宣传员。
3600多名社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变身“采
购员”“代办员”，收集居民家庭情况、生活需求
等信息 632 条，解决各类困难和需求 1600 多
件，带来“隔离不隔爱”的温暖。

照亮全民战“疫”前行路。典型示范强信
心，抗击疫情斗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和生动教材。全市超过300
名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主动亮身份、做
表率，战“疫”场上，“父子兵”“夫妻档”不断涌
现，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携手并肩作战，展现新
时代好家风！典型选树聚民心。我市打破月
度身边好人评选的人数限制，将淮北援鄂医疗
队全体人员和 43 名抗疫先进人物群众评为

“淮北好人”，并逐级推报安徽好人、中国好
人。淮北市六项举措推进精神文明教育、“三
免的哥”志愿服务车队等被《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新华社、人民网、学习强国等中央媒体
采用，为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再添美誉。

一场疫情，凝聚了一城人，一群人温暖了
一座城。社会各界志愿组织和志愿者们纷纷
行动起来，捐款捐物达2000多万元，而值守站
点上更是放满了各界志愿组织送来的矿泉水、
方便面、奶茶、水果……

深化文明实践 传递时代好声音
“今天，我要讲一讲什么是幸福？幸福不

在别处，靠的是自己勤劳的双手！”濉溪县临涣
镇城隍庙茶馆里，一见到志愿宣讲员王士宏走
进来，茶客们纷纷主动围了上去。在临涣镇，
传承了600多年的“棒棒茶”文化让茶馆成为
当地百姓谈天说地、“摆理说事”的主要场所。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作出
的一项重大决策。淮北市认真贯彻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切实到群众中去、解群众所
需、让群众参与、得群众之心，促进文明生根、
实践成风。2018年7月，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的有效做法得到了省委书记李锦斌的充
分肯定。2019年5月，在全省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工作推进会上，我市作了典型发言。
2020年初，我市濉溪县进入全国第二批新时代
文明实践试点县。《淮北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共建共享》被中宣部《宣传工作》第29期
采用，入选淮北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
革创新案例。

坚持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
建在哪里。利用群众经常集聚的街巷广场、文
化站（馆）、开放式村部（社区）等，建成集理论
宣讲、教育、文化、科技科普、体育健身等服务
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个、实践
所32个、实践站427个，在全省率先实现城市
社区、农村行政村“两个全覆盖”。将文明实践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从市文明创建经费中列支
680万元用于示范所（站）奖补。充分发挥工青
妇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工人文化

宫、淮北矿业集团等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两
新组织”等，设立职工、青年、巾帼等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600多个，把文明实践的“触角”延伸
到不同领域、各行各业。

市文明办在全省率先制定《新时代文明实
践标准化操作手册》,召开全市现场观摩会，
推进基层所（站）“七有”标准化建设，开展文
明实践示范所（站）评选，推出40个市级示范
所（站），实现点上开花、面上结果。建立一支
3400 余名文明实践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充分
发挥老党员、老教师和青年学生、青年文体工
作者等群体的积极作用。市、县区、各行业分
批次开展专题培训，一大批“宣传小喇叭”

“红色宣讲员”和“百姓名嘴”，活跃在各级文
明实践场所。巡回开展“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家的榜样、家的味道、家的记忆、家的传
承”等讲演活动，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
影响身边人。

坚持“群众吹哨、志愿者报到”，探索建立
“开门询单、中心制单、群众点单、志愿接单、社
会评单”等文明实践工作机制，动员市文旅体
局、市司法局、党史办、市卫健委等机关单位和
市文联等群团组织分别与文明实践所（站）结
对共建。以“文明实践新时代 志愿服务进万
家”集中示范活动为引领，打造“三原色”“三家
巷”“七彩阳光”等一批优秀文明实践品牌，组
织好人联盟、法律援助、环保“自”造等30支志
愿服务队，深入开展“八送”志愿服务活动，让
群众受教育、得实惠、真便利。

城市在变，志愿服务参与的主体未变，文
明实践，群众始终唱主角。连续两年开展首届
新时代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全市志愿服务（青
岛）培训班等活动，展示、交流志愿服务工作经
验，截至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人数达31.8万
人，占常驻人口比例达到14.5%。志愿者们活
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传承文明新风，助力城
市发展，不断提升着绿金淮北的城市精神，成
为我市一张靓丽名片，有力彰显着“美城大爱”
的城市品格。

弘扬好人文化 构筑道德新高地
一棵树苗从弱不禁风到长成参天大树，离

不开肥沃土壤的滋养。自然生命的成长如此，
文明领域的培育亦如是。

近年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继2018年成功承办了安徽省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进校园活动后，今年第七届全国道德模
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又在我市隆重举行，在全
市掀起了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时代新人的热潮。
建立健全五级推荐工作机制，持续抓好“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截至目前，165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位居全国地市前列。今年1-9
月，入选“中国好人”人数位居全省第一。

为充分彰显对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尊崇
和关爱，市文明委制定印发了《淮北市礼遇和
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实施意见》，从礼遇对
象、礼遇方式等方面进行明确，并对符合条件
的困难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加大就业、创业、住
房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救助力度。每年春节前
夕，市文明委领导集体慰问成为淮北“中国好
人”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我市加强媒体
宣传，通过对好人好事的高密度、全方位挖掘
和宣传，淮北好人典型层出不穷，“好人文化”
氛围日益浓郁。特别是今年利用庆祝建市60
周年的契机，创新宣讲形式，将好人好事编成
故事、文艺节目，融入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巡
展、巡演、巡讲等活动之中，在全市上下形成了
向好人学习的浓厚氛围。

创新载体，利用网络、图文、微电影等模
式，创新身边好人工作推进载体，唱响好人好
声音，点亮正能量名片。成立“好人”志愿服务
队，好人好事“传帮带”，好人抱团火焰高，推
进志愿服务专业化常态化，不断放大好人效
应。淮北“中国好人”领建的56个公益团队，
先后开展 1600 余场爱心公益活动，带动更多
市民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做好人，形成了一
群好人、满城新风的文明景象。

永不停歇打造文明高地
——我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纪实

濉溪县农业信息协会 任启彬 51340621788589577F 社团

濉溪县特种动物养殖协会 寿心华 513406217918937801 社团

濉溪县孙疃镇任李村农业综合协会 石明刚 51340621664216445L 社团

濉溪县韩村镇佩伟综合种植专业协会 周佩伟 513406215815186247 社团

濉溪县科技兴农协会 陈素梅 51340621590172311G 社团

五沟镇魏庙村科技富农协会 魏尊新 51340621065239389N 社团

濉溪县华巅康源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 李胜利 51340621073906268N 社团

濉溪县鑫源综合协会 黄国旗 51340621083692726U 社团

濉溪跟我学外语培训学校 包文胜 52340621567520648H 民非

濉溪县杏坛科技幼儿园 郭锦梅 52340621MJA68629XE 民非

濉溪县祁集宝宝乐幼儿园 徐 峰 5234062105846262XN 民非

濉溪县濉溪镇家庭幼儿园 李 明 52340621597074378G 民非

濉溪县濉溪镇养老服务中心 赵成才 52340621325496868J 民非

濉溪县四铺镇养老服务中心 秦品才 52340621325516478H 民非

濉溪县铁佛镇养老服务中心 朱诗旗 52340621325459709G 民非

濉溪县乐高青少年机器人俱乐部 吴发郎 52340621MJA6863027 民非

濉溪县博远职业培训学校 赵 亚 52340621MJA686476G 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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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民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根据有关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意见，经审核，濉
溪县农业信息协会等 17
家社会组织存在连续两年
以上未按规定参加年度检
查、长期不开展活动等行
为，违反了《社会团体登
记 管 理 条 例》第 二 十 八
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
三条及相关政策规定。濉
溪县民政局依据《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
条第（三）款、《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第二十四、二十五条
的规定，经研究，决定依
法拟对 17 家社会组织作
出撤销登记。

因 无 法 与 下 列 社 会
组织取得联系，现依法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

依照《行政处罚法》
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对拟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享
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
等权利。请下列社会组
织在送达之日起 3 日内
向濉溪县民政局提出陈
述、申辩、听证申请。逾
期 不 提 出 申 请 的 ，视 为
放弃。

拟撤销的社会组织名
单如下（17个）：

备注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社会组织名称

濉溪县民政局
2020年11 月20 日

声 明
安徽大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城南胡松油画艺术工作室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石修伍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魏士程，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340112640 ，声
明作废。

邵平（身份证号：340621196710150047）遗失中学
高级教师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5）9342141 ，声明作
废。

徐飞翔遗失淮北首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府小
区 16#2107 室购房发票，编号：00005667，金额：79686
元，声明作废。

王金洲、孙丽影遗失淮北市蓝宇相王山庄置业有限
公司凤凰城 46#3301 室购房发票，编号：01778593，金
额：87000元，声明作废。

王金洲、孙丽影遗失淮北市蓝宇相王山庄置业有限
公司凤凰城 46#3301 室购房发票，编号：01778545，金
额：102608元，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投标邀请书 商业用房拍租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

月24日10时至2020年12月25日10时在淘

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人民路

239 号慢城花园 14 幢 604 室，起拍价：

819295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

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

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

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

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

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

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

不再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1895611828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9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
12月24日10时至2020年12月25日10时
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
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梅苑路
66号金水河畔（北区）7幢306室，起拍价：
459312.93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
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
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
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
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
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
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
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
再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1895611828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9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10 时
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
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国购广场
（心城）15幢1201室，起拍价：744612.4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
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
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
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
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
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
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
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
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1895611828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9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公益性招聘会公告

淮北邮政分公司淮北市
杜集区段园镇沈庄矿街有一
处门面房（约 80 平方）现对
外出租，欢迎具备条件的投
标人参加投标。

一、招标文件发放时间：
2020 年 11 月 19 日 --

2020年11月29日
二、投标联系方式：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淮

北市邮政分公司七楼财务部
联系人：罗燕
电话：15956710461
报名时请出具：投标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 身份证复
印件

2020年11月19日

为精准搭建用人单位和求职

者对接的平台，促进就业，根据

省、市人社部门要求，由杜集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朔里

镇人民政府和淮北市广惠人力资

源公司承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周”大型公益性招聘会，于11

月 24 日上午 8:30-11:30 在朔里

步行街举行。热烈欢迎各类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前来参加。

联系方式：

1. 电 话:0561- 3321088

3321099

2. 广惠公司网:http://www.

hbghrl.com/

3. 广惠公众

号

一、我公司将于2020年12月11
日在中拍平台拍卖市濉溪县濉芜星
城商业用房六年期租赁权：

1号-4号标的：1#楼一层主楼
下自东向西 4 个标的，面积依次约
为 136.8 ㎡，127.96 ㎡，54.49 ㎡，
40.75 ㎡。

5号-8号标的：2#楼一层主楼
下自东向西 4 个标的，面积依次约
为 151.8 ㎡，127.96 ㎡，54.49 ㎡，
40.75㎡。

上述标的竞拍保证金每标的壹
万元。

9 号标的：1#楼附楼一二层商
业，面积约 1354.08 ㎡，其中一层
540.96 ㎡，二层 813.12 ㎡。竞拍保
证金陆万元。

二、标的展示：即日起至拍卖日
前，标的所在地。

三、竞买登记：请于 2020 年 12
月10日16时前持：1、有效身份证件
或法人证照原件及复印件；2、保证
金及报名资料费200元办理竞买手
续；3、9号标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业可参加竞拍。

四、特别提示：1、房屋及管线状
况按交付时现状交付。2、上述标的
禁止以明火方式提供热源。除1号
和 5 号标的可以作为餐饮经营使
用，其余标的禁止经营：餐饮、酒楼、
网吧、KTV、仓储物流、汽车修理、汽
车装潢、刷车、宠物医院等。3、标的
租赁人租期为 6 年，另给予租赁户
三个月免租装修期。4、租金每年交
付一次，共六期，自第四年起，每年
租金在前三年平均年租金基础上递
增上浮 3%。5、未尽事宜详见挂网
公告。

联 系 电 话 ：0561- 3885111、
18156110733、15005617985

公司地址：市相
山 北 路 56 号 三 楼

淮北市金瑞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