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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5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
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
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习近
平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
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的多边主
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

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
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
挑战需要。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
国际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
与时俱进。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
抗疫合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科技创新、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
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
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
危机。现在，疫情还远未结束，抗疫仍
在继续，但我们坚信，寒冬阻挡不了春
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
光。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在同灾
难的斗争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解决好这个
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
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容增长。既要把握当下，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支持，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
影，更要放眼未来，下决心推动世界经
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使

世界经济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
道。

第二，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
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各国历
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
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
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
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
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差异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
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
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
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各国应该在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
共处，促进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
步注入动力。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强调解决时代课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座有水的城市是灵动的。
生活在水清岸绿的城市里，早晨

在河边晨练，傍晚在河边散步，这是
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近年来，我市
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根本出发点，瞄
准“污水管网全覆盖，生活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这一根本目标，坚持高位推进，

全面推进城区雨污分流；坚持全面排查，
多措并举推进排水管网修复改造；坚持
厂、网、河、源一体化长效管理，对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全面提质增效。逐步消除城
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空白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持
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幅半
城山水半城绿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

高位推进
全面打响城区雨污分流攻坚战

2018 年 5 月，市委、市政府决定
投资12亿元，推进全市47.4平方公里
的雨污分流工程。5 月 18 日市政府
组织召开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建设动

员大会，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采用市级全面统筹的方式，树立
一盘棋思想，高位推进各项工作。

针对老城区地下管线纵横交错、
施工作业面小、施工时间受限等复杂
环境，建立领导联系推进制度，解决
渣土运输、交通导行、征迁等问题，保
障工程顺利实施，在后期实施的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作一并纳入调度。
市领导亲自带队赴苏州、无锡等先进
地市学习雨污分流建设管理工作经
验，结合我市实际逐条落实。

在全市抽调规划、建设、管理方
面业务专家集中办公，做好技术方
案、现场管理等日常工作。明确雨污
分流建设标准，制定《淮北市雨污分

流工程技术导则》，根据现场地质条
件、管网布局等实际特点，统一规范
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各个环节，
对现行规范标准进行提高。

截至2020年底，老城区18条市政
主干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全面完成；城区
共361个企事业单位和小区，累计完成
雨污分流改造178个，占全部任务的
49.3%。累计建设雨污水管道206公里。

多措并举
管网修复改造工作扎实推进

在雨污水管网排查过程中，我市
充分利用雨季窗口期，对雨水排口进
行全面排查检测。

绘就水清岸绿新画卷
——我市城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开创新局面

2020年，安徽省淮北市小麦单产
491.8公斤，居全省第一，实现了粮食

生产“十七连丰”；全面落实农村承包
地“三权分置”，积极探索“一村一业”
发展模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增值增
效；深入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垃圾处
置、污水治理“三大革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面完成……

近年来，淮北市不断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培育乡村产业发展项
目，创新基层治理机制，改善农村环
境，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补齐民生短
板，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
模式、新业态、新路径，蹚出了一条具
有淮北特色、可借鉴、可推广的乡村

振兴路子。

夯实农业基础
集聚乡村发展合力

“我市把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
安全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断加
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
并入围全国整建制率先基本实现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市。”淮北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若军告诉记者，目
前，淮北市已建设小麦良种繁育基地50
多万亩，其中濉溪县被认定为第二批国

家区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据了解，淮北市还认真落实稳定

生猪生产政策，推进养殖业“规模养
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
新模式，畜牧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
规模养殖比重达85%以上；发展休闲
农业，濉溪县百善镇、相山区渠沟镇
先后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
设项目；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
成村级益农信息社137个，覆盖率达
47%，杜集区被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

《中国城市报》1月18日报道

安徽省淮北市：兴产业治环境，民富景美活力旺

1月25日，相山区西街道安康社

区的党员、群众在一起学习市委八届

十三次全会精神。

市委八届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后，全市一县三区、各街道、乡镇、部

门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会精

神，将思想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和

要求上来，奋力开启新阶段淮北更高

质量转型发展新征程。

■ 摄影 记者 黄鹤鸣
通讯员 胡文静

凝聚奋进力量
开启新的征程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绿化委员
会发布《关于公布2020年度安徽省森
林城市、森林城镇和森林村庄名单的
通知》（皖绿〔2021〕1号），濉溪县铁佛
镇荣获“省级森林城镇”称号，濉溪县
刘桥镇任圩村等19个村庄荣获“省级
森林村庄”称号。

近年来，我市以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建设为抓手，动员县（区）、镇（街道）、村
（社区）开展省级森林城市、省级森林城
镇、省级森林村庄创建活动（简称“三森
创建”），将“三森创建”与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四旁四边四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等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投入力度，严格
创建标准，因地制宜加强城乡结合部、
小集镇、村庄、河道和道路绿化提升，建
设城镇森林景观，突出乡村特色，构建
一村一品、各具特色的森林村庄，有效
地改善了我市城乡生态环境和绿化面
貌，助推我市林长制改革。

截至目前，相山区、烈山区、杜集区
先后荣获“省级森林城市”称号，濉溪县
铁佛镇等15个镇（街道办）获得“省级森
林城镇”称号，濉溪县刘桥镇任圩村等
149个村荣获“省级森林村庄”称号。

我市新添1个省级森林城镇
和19个森林村庄

本报讯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1月25
日印发通知，对全市民营医疗机构、个
体诊所、村卫生室及药店发现报告新
冠肺炎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实施奖
励，进一步调动各界力量参与疫情防
控积极性，落实落细“四早”防控要求。

按照要求，各民营医疗机构、个
体诊所、村卫生室及药店积极发挥哨
点作用，严格落实首诊报告制度，做
好退烧药、抗病毒药、抗菌素等药品

处方或销售的实名登记，发现有发
热、咳嗽、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
等症状的可疑患者，2 小时内必须向
乡镇卫生院报告。对首诊（首次）发
现可疑患者报告后，经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每例
奖励该机构5000元。

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村卫
生室及药店未落实首诊报告制度，对
发现的可疑患者缓报、漏报、瞒报的，
将由县区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
依法依规处置；导致疫情传播蔓延
的，将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本报讯 日前，我市印发《推行
“交房即办证”服务改革实施方案（试
行）》通知，计划于今年6月30日前，全
面建立“交房即办证”工作机制。

通知要求，进行流程再造。房地产
开发企业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
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首次登记时，一并提交“交房即办证”
申请。购房群众缴纳各项税费后，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根据购房人申请，完成
新建商品房期转现登记，同时通过系统

审批登记，立办立批，当场出证。
加强部门协作，建立自然资源和

规划、住建、税务等部门会商机制，推
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转移
登记“一网通办”机制，通过流程优
化、并联办理、压缩审批时间等措施
形成高效便捷的“交房即办证”服务
标准化流程，提高发证效率。开展试
点推进，优先选取部分信用评价等级
较高、有交房安排的开发企业，纳入

“交房即办证”服务清单，开展“交房
即办证”试点。

我市全面推行
“交房即办证”服务改革

我市落实民营医疗机构等
疫情防控工作奖惩办法
发现确诊病例给予奖励

导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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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刘志明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陈运佳

■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刘露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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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日报社论：奋进新时代 建功新征程
——热烈祝贺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