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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监管合力

“奇怪，没有来人检查，怎么知道
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有问题？”日前，淮
北一客运企业接到执法部门的整改
通知，企业负责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常管理很规范，自身开展的各种检
查也没有发现，究竟问题出在哪儿？
淮北交通执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甄别
和电子取证等信息化监管手段给出
了答案，发现近400辆车中有10辆车
出现“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
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违
规行为。

据了解，2018年以来，淮北交通运
输部门运用信息化、科技化手段，不断
破解难题、积累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备的精准化、常态化科技执法体
系。在今年的5个全省城市大脑应用
场景试点项目中，淮北市交通运输局
牵头承担的《城市大脑助力数字治超》
位列其中。

淮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支队长丁言柱介绍，淮北交通运输
部门研发了“四大系统”，即非现场
执法动态检测系统、治超科技执法
软件系统、治超应用科技执法系统、
后续追踪处理系统；构建了“四大机
制”，即“源头—路面”执法监管协作
机制、“非现场—现场”执法联动协
作机制、“交通—公安”执法科技协
作机制、“本地—周边”执法区域协
作机制。

通过“四大系统”与“四大机
制”，淮北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实现源
头“治本”与路面“治标”相结合；以
非现场执法为主，实现对超限运输
车辆精准查处；交通、公安两部门现
有科技设备互相接入，建立车辆基
础数据库，实现路警科技实质融合，
形成执法合力；苏鲁豫皖四省九市
交通执法区域联动协作，破除了区
域壁垒；制定了《非现场执法执法规
范》《遮牌车辆号码识别规范》《自动
检测货运车辆北斗车载终端在线规
范》《超载超限车辆动态检测卡点建
设规范》。

此前，淮北交通运输执法还面临

九大困局，包括：现场执法难以统一，
电子取证因遮挡牌照导致无法识别，
货运车辆卫星车载终端不正常使用
导致无法跟踪定位管理，违法逃逸车
辆查处难，外地违法当事人“不到现
场无法处理”，非现场执法中异地车
辆处理难，各执法系统数据不共享、
不相通，非现场执法后续处理无办
法，联合执法“流于形式”“各自为
战”。目前，这些困局都已实现突破。

区块链技术赋能智慧交通

目前，淮北超载运输车辆与实
施科技治超前相比下降了 85%；道
路、桥梁完好率 100%，节省道路维
修资金数亿元，执法成本节省70%，
道路运输价格逐步回归合理区间。

可以看出，智慧交通基因促进了
淮北交通运输行业新旧动能转换和
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了由人力治超
向科技治超变革；交通执法方式也实
现了由现场执法为主向非现场执法
为主变革；车辆装载管理基本实现了
由“我要超”向“不敢超、不愿超”变

革；执法队伍廉洁性实现了由存在廉
政风险点向廉政安全变革。

当下，淮北交通正深入开展区
块链技术在交通运输行业融合应用
和创新发展研究。区块链技术分布
式存证、不可撤销、不可篡改、可全
程追溯、公开与协作等特性，将有效
赋能智慧交通。

“我们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以‘全面感
知、信息共享、协同联动、精准执法’
为目标，优化提升行业监管协同云
平台。”韩海林表示，将继续实施行
业运行数字化监管、违规行为智能
化发现、调查取证科学严谨、行政处
罚规范严密、执法规范公开透明的
信息化管控模式，实现行业治理方
式转变和治理水平跨越式提升。

淮北交通运输部门将积极探索
在政府主导下推动各层级交通执法
机构和管理服务部门数据共享交互，
推动科技执法、精准执法和非现场执
法，为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交通
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
的支撑保障。

淮北交通云平台监管协同更智慧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目前全国
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剩余
的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出程序，从目
前情况看，到年底所有贫困人口也将
全部退出。贫困群众脱贫之后政策会
变吗？扶贫投入还会持续吗？返贫怎
么办？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在 2 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采访了国务院扶
贫办副主任欧青平。

脱贫后政策会变吗？扶贫投入还
会持续吗？

“政策会保持总体稳定，帮扶措施
不能‘急刹车’。”欧青平说，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后，仍然需要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欧青平进一步解释，脱贫攻坚期

后要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续实
行“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摘帽
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
管。

“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
有的决定性成就，其中一个原因是我
们集中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贫困地
区，解决了多年想解决但没解决的问
题。”欧青平说，无论是帮扶的资源，还
是帮扶的力量都会保持总体稳定。

欧青平说，下一步，要建立农村低
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机制。
初步考虑是在西部地区已经脱贫摘帽
的县中再选择一部分困难的县，增强
这些重点帮扶县内生发展动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欧青平透露，按照中央的要求，现
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正在研究制定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指导意见，对脱贫攻坚期内原有支
持政策进行完善调整。

返贫怎么办？
“为确保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今年初我们
就建立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在攻坚剩余脱贫任务的同时，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欧青
平说。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今年 3
月印发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
扶工作的顶层设计。

“这一机制在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基础上，变事后帮扶为事前预
防与事后帮扶相结合，及时发现风险，

及时落实帮扶，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
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欧
青平说。

欧青平表示，在收官之年，建立并
实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一项
必要的制度保证，是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基础，筑牢了脱贫攻坚成
果的保障网，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明确了工作路径和抓手。特别是在
应对今年的疫情、灾情以及突发情况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防止了
返贫和新致贫情况的发生。

监测对象和范围是哪些？
欧青平介绍，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以家庭为单位，主要监测建档立卡已
脱贫但不稳定户和收入略高于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边缘户。例如，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1.5倍左右

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等引发的刚性支出明显
超过上年度收入和收入大幅缩减的家
庭。

监测程序方面，以县级为单位组
织开展，通过农户申报、乡村干部走访
排查、相关行业部门筛查预警等途径，
由县级扶贫部门确定监测对象，录入
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
理。

“鼓励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探索
创新，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及
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明确
要求各地要加强监测对象信息共享，
不另起炉灶，减少不必要的填表报数，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等。”欧青平说。

监测发现问题怎么帮？
“对识别出的监测对象，指导各地

因人因户施策，及时落实产业、就业、
综合性保障等相应措施，消除返贫致
贫风险。”欧青平说。

欧青平介绍，对有劳动能力的监
测对象，加强劳动技能培训，通过劳务
扶贫协作、扶贫车间建设等，帮助其转
移就业。统筹利用公益岗位，多渠道
积极安置监测对象。对无劳动能力的
监测对象，进一步强化低保、医疗、养
老保险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综合性
社会保障措施，确保应保尽保。

“鼓励各地创新帮扶手段，多渠道
筹措社会帮扶资金，为监测对象购买
保险，及时化解生活生产风险，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助困。”欧青平
说，下一步，将会同中央有关部门进行
深入研究，不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加强工作指导力度，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贫困群众脱贫后帮扶政策会变吗？
返贫怎么办？

嫦娥五号探测器
正按计划开展月面采样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从国
家航天局获悉，12月2日4时53分，探
月工程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
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探测
器于 12 月 1 日 23 时许成功着陆月面

后，开展了太阳翼展开、机构解锁等相
关准备工作。

目前，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正按
计划进行表取采样。嫦娥五号探测器
自动采样任务采用表钻结合、多点采样
的方式，设计了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
两种“挖土”模式。

淮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公告
淮自然资规成【2020】11期

2020年12月2日，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公告如下：

地块编号 座 落 用 途 面积 年限 取得方式 竞得人

淮自然资规挂
（2020）32号

杜集区段园镇淮海大道西、
况庄路南

商服
居住

171806.87㎡
（257.71亩）

40年
70年

挂牌 绿地集团合肥紫峰置业
有限公司

37370

有异议者自登公示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将依法登记。特此公告。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日

成交价（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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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公 告淮北市2020年11月份生活饮用水水质常规指标检测报告

淮北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发布
2020年11月3日

检测
项目

国标限值

采样点

出厂水 管网末梢水

针织厂泵房 华佳梅苑交警支队 翡翠岛华松御苑青和宝地

色度

浑浊度

铁

锰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氏菌

氨氮

耗氧量

二氧化氯

<15(度)

<1(NTU)

≤0.3mg/L

≤0.1 mg/L

≤100(Cfu/mL)

不得检出MPN/100mL

不得检出MPN/100mL

不得检出MPN/100mL

≤0.5mg/L

≤3mg/L
出厂水余量≥0.1mg/L

管网末梢水余量≥0.02mg/L

<5

<0.1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24

0.13

<5

<0.1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24

0.05

<5

0.4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24

0.06

<5

<0.1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24

0.06

<5

0.3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32

0.04

<5

<0.1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24

0.05

<5

0.3

<0.05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0.32

0.06

地质花园

刘玉香遗失淮北市方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方山陵园穴位一楼（福寿宫）一
区2格7、8号购买原始凭证，声明作废。

孙永力遗失皖 F 5611黄 车辆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周福良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刘春侠、王胖遗失淮北金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冠紫园3#2803室预售
房款增值税发票，编号：04695887，金额：450000元，声明作废。

胡玉峰遗失淮北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海翰府18栋104室（垃圾清运
费、物业费、办证费）收款收据，编号：1285247，金额：2260元，声明作废。

胡玉峰遗失淮北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海翰府18栋104室（契税、维
修基金）收款收据，编号：1618776，金额：15402元，声明作废。

王文君遗失淮北港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港利上城国际20#102室购房发
票，编号：01769516，金额：349000元，声明作废。

赵胜楠遗失安徽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府邸70#104室购房发票，编号：19677073，金额：500000
元，声明作废。

赵胜楠遗失安徽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府邸70#104室购房发票，编号：19677083，金额：155000
元，声明作废。

刘建立遗失淮北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海翰府18栋504室购房发票，编号：02589516，金额：78000
元，声明作废。

刘建立遗失淮北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海翰府18栋504室购房发票，编号：09547296，金额：270000
元，声明作废。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濉溪县开发区五里郢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经我局

依 法 审 批 成 立 ，登 记 注

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40621MJA687022F，法

定代表人：王然然。其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特此公告

濉溪县民政局

2020年11月24日

■ 记者 胡喆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上接第1版

新华社合肥12月2日电 记者从
2日召开的“美好安徽‘十三五’成就
巡礼”新闻发布会获悉，安徽省“十
三五”以来通过规划引领、创新扶贫
模式等举措，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累
计扶持了333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村，带动40万人脱贫。
“乡村旅游产业链长，对农民增

收脱贫带动性强，是朝阳产业、绿色
产业、致富产业。”安徽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张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安
徽制定了全省乡村旅游扶贫规划，组
织旅游规划编制单位公益认领21个
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旅游规划编

制，全省333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全部编制旅游规划或行动方案。

安徽从省旅游发展资金中安排
不少于40％投入旅游扶贫。5年来，
安徽省旅游发展资金共安排旅游扶
贫资金2亿多元。同时，安徽省积极
探索扶贫开发与乡村旅游融合新模
式，宣传推出景区带村、能人带户、

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等一批
典型。2019 年、2020 年，安徽省对
200多个重点村游客服务中心、旅游
停车场、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进行
再提升，全省34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进入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其
中11个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有
效扩大了乡村旅游扶贫影响力。

安徽“十三五”扶持333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带动40万人脱贫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发明专利
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高价值
核心专利持续涌现，版权意识、品牌观
念、专利思维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
识明显提升，极大激发了创新活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
前，我国正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
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从追
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唯有强化全链
条保护，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
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才能构建更加
严密高效的保护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逐步完
善；通过“互联网＋”对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进行源头追溯、在线识别、实时监测；

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开展联
合惩戒，使严重失信者一处受罚、处处
受限；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一
站式”综合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部署推动一系列
改革，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动、规
划，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具备了很
好的基础。未来，要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
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
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
保护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打通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增
强系统保护能力的同时，让知识产权的
经济社会效益加速显现，促进“中国制
造”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

据悉，我国正加快制定面向 2035
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和知识产
权“十四五”规划。做好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的顶层设计，将推动知识产权向更
高质量创造、更高水平保护、更高效益
运用方向发展。

以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 记者 程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