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3月1日
3月2日
3月3日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3月9日
3月10日
3月11日
3月12日

3月15日

3月16日

3月17日

3月18日
3月22日

3月23日

3月24日
3月29日
3月30日

备注

接访领导

胡启书 区委书记
李清平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朱 龙 区委副书记、区长
赵德华 区政协主席

侯孝东 区委副书记

赵 华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池圣洲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安顺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杨 飞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李延栋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

任 强 副区长

朱东升 副区长

黄思华 副区长

李拥军 副区长
朱正春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 云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世林 区政协副主席
郑 翔 区公安分局局长
崔晓光 区法院院长
预约联系电话：3199065

分管工作

主持区委全面工作。
主持区人大全面工作。
领导区政府全面工作。
主持区政协全面工作。
协助胡启书同志处理区委日常工作。负责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工作、国家安全工作、保密工作、档案工作、群团工作、教育工作、“三农”工作和区委督查考核工作；分管区委办公室（区委保密办、区委国家保密

局、区档案局）、区委政研室、区委督查考核办、区直机关工委、区档案馆、区总工会、区团委、区妇联、区科协、区残联；联系区人大、区政协、区人武部。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金融、国有资产管理、税务、外事、统计、应急管理、防汛抗旱、重点项目、投资促进、公安、政府督查考核、开发区、民生工程、投融资、未成年人保

护、凤凰新区建设等工作；分管政府办公室（政府外事办公室）、发展改革委、科技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统计局、应急管理局、投资促进局、相山经济开

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凤凰山实业公司；联系人大、政协、武装部、监委、公安、法院、检察院、团区委、税务局、台办、侨办；协助区长分管审计工作；协助分管督查考核办；协调淮北矿业集团、皖北煤电集团、国安

电力、供电、电信、移动、联通、邮政等工作。
负责政法、综治、信访和维护稳定工作；分管区委（政府）信访局；联系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
负责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文体广电、教育、卫生、文明创建工作。
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和区委巡查工作，分管区委巡察办。
负责组织工作、统一战线和机构编制工作；分管区委编办、区工商联；联系各民主党派。
负责乡村振兴、“三农”（农业农村、水利、粮食、畜牧、扶贫开发等）、商务、市场监管、机关事务管理、生态环境等工作；分管农业农村水利局（扶贫开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联系生态环

境分局、总工会、工商联；协助赵华同志负责投资促进局；协调淮北海关、气象、供销、贸促工作。
负责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房屋征收及拆迁、保障性住房及安置房建设管理、招投标管理、防空防震等工作；分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震局）、房屋征收安置中心；协助赵华同志负责凤凰新区建设；

联系自然资源规划分局、中煤三建集团。
负责教育、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物业管理、道路交通运输、文明创建等工作；分管区教育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系

交警一大队、交警二大队、交通分局；协调文联、社科联工作。
负责民政、司法、信访稳定、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工作；分管民政局、司法局、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助任强同志负责农业农村水利和脱贫攻坚工作；协助朱东升同志负责征迁安置工作；联系淮海实业集团。
分管人事选举工作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室。联系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区直机关工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信访局、公安相山分局、镇街人大。
分管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联系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医疗保障局、市生态环境局相山分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山分局、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区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残联、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分管经济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工作。
负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协助李拥军同志负责信访稳定工作。
负责法院全面工作。

2021年3月份相山区党政领导干部接访安排表

2021年3月份淮北市市级党政领导干部接访安排表
时间

3月3日

（星期三）

3月5日

（星期五）

3月10日

（星期三）
3月12日

（星期五）
3月17日

（星期三）
3月19日

（星期五）
注：1.接访时间：公示日期。

2.接访地点：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3.接访方式：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开门接访按照随机接访和预约接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随机接访为主。

4.接访领导安排：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实行AB岗，即：每两位市级党政领导为一组，其中一名领导为A岗，另一名领导作为B岗。若A岗领导接访安排与重要公务活动发生冲突、无法按时到场接访，由AB岗两位领导自行协调好接访事宜。

5.参加接访和陪访人员：根据需要通知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有关单位负责人、律师参加。

6.联系电话：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3198595。

接访领导

钱界殊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

张永

市委书记

李朝晖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单 强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力

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加玉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分管工作

负责统一战线、政法、信访和维护稳定工作，分管市委信访局、市工商联、市侨联，联系市法院、市检察院、民革淮北市委、民盟淮北市委、民建淮北市委、民进淮北市委、农工党淮北市委、致公党淮北市委、九

三学社淮北市委。

主持市委全面工作。

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和市委巡察工作，分管市委巡察办。

负责组织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分管市委编办、市委老干部局。

负责市委机关日常工作和保密、档案工作，分管市委办公室〔市委保密办（市国家保密局）、市档案局〕、市委政研室、市档案馆，协调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外事办）、市政协办公室。

负责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文明创建工作，分管市委网信办（市网信办）、市文明办、市传媒中心、市文联、市社科联。

2021年3月份濉溪县党政领导干部接访安排表
时间

3月1日
3月2日
3月3日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3月 9日

3月10日

3月11日

3月12日

3月15日

3月16日

备 注

接访领导

姜 灵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濉芜产业园主任
王玉岭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任 东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
张 利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王 莉 县政府副县长

尹农纲 县委副书记、党校校长
郭海磊 县委副书记、县长

孙 进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戴剑峰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永涛 县委常委、副县长

林晓海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葛 益 县政府副县长

联系电话：6896001

分管工作

负责组织、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负责濉溪经济开发区、濉芜现代产业园党工委工作，分管县直工委、工商联工作。
负责公安、司法、信访、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方面的工作。分管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联系县民族宗教局。
主持县委全面工作。
负责纪检监察和县委巡察工作。
负责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商务、招商引资、市场监督管理、园区建设、数据资源管理、公共资源交易、气象、通信等方面的工作。分管经济和信息化局、商务局(投资促进局)、市场局(知识产权局)、数据

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管理局)、濉溪芜湖现代产业园管委会、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百善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管委会、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总工会、气象局、电信分公司、移动分公司、联通

分公司。
协助任东同志处理县委日常事务和党的建设工作，负责党校工作，分管史志、档案馆、农业农村、水利、脱贫攻坚、教育、卫生健康、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科协工作，联系人大、政协、人武部。
领导县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计方面的工作。分管审计局。
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南部次中心建设、发展改革、粮食和物资储备、公共资源交易监管、财政、税务、统计、外事、政府督查考核、应急管理、金融、融资担保、机关事务管理、县政府投融资平台等

方面的工作。分管政府办（外事办）、发展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统计局、应急管理局（煤炭安全监督管理

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防震服务中心、南部次中心管理服务中心、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人武部、税务局、侨办、台办、团县委、国家统计局濉溪调查队、武警中队、消

防大队、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金融机构。
负责宣传思想、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文明创建工作。

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运输、扶贫、农业农村、水利、林业、供销等方面的工作，协助负责南部次中心建设工作。分管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交通运输局、扶贫开发局、农

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供销社、交通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邮政分公司。

负责政法、信访和维护稳定工作，联系县法院、县检察院。
负责双堆新城建设、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人防、城市管理、文明创建、房屋征收、电力、保险等方面的工作。分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房屋征收安置

中心、住房保障中心。联系淮北市生态环境局濉溪分局、濉溪供电公司、财产保险公司濉溪支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濉溪支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濉溪支公司及其他在濉保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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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3月1日（星期一）

3月3日（星期三）

3月5日（星期五）

3月8日（星期一）

3月10日（星期三）
3月12日（星期五）
3月15日（星期一）
3月17日（星期三）

3月19日（星期五）

3月22日（星期一）
3月24日（星期三）

3月26日（星期五）

3月29日（星期一）

联系电话：4685061

接访领导

方旭东 区政府副区长

钱树臣 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

胡远文 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

李 响 区委常委 副区长

刘 明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曹 梅 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 统战部长
史庆超 区委常委 烈山镇党委书记
雷明星 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李祥礼 区政府副区长

李 明 区委书记
尤墩宇 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

陈 涛 区政府副区长

郭 卉 区政府副区长

分管工作
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技经济信息化、政务服务、数据资源管理、商务、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电力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技经济信息化局、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管理局）、商务局、投资促进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总工会、科协、供电、邮政、电信等机构及在烈省属企业。
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和区委巡察工作，分管区委巡察办。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财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金融监督管理）、税务、统计、外事、应急管理、政府督查考核、民生工程、机关事务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工作。
分管政府办公室（政府外事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统计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民生办、淮北盛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协助区长分管审计局。协助分管政府督查考核办。
联系人大、政协、统战部、人武部、工商联、税务局、消防救援大队、金融等机构。
负责农业农村水利、扶贫、美丽乡村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防震）、林业、房屋征收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农业农村水利局（扶贫开发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震局）、房屋征收安置中心。
联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
主持区政府全面工作
负责组织工作、统一战线和机构编制工作，分管区委编办、区委老干部局、区工商联，联系民主党派。
主持烈山镇党委全面工作
负责政法、信访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负责市场监管、文化旅游体育、民政、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文化旅游体育局（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民政局。
联系生态环境分局、街道办事处、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烈山分中心。
主持区委全面工作。
负责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文体广电、教育、卫生、市场、文明创建工作。
负责公安、司法、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协助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分管公安分局、司法局、信访局。联系法院、检察院、交警四大队。
负责教育、医疗保障、卫生健康、城市管理、退役军人事务、文明创建、妇儿工委、残疾人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教育局、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
联系团区委、妇联、红十字会、淮北师范大学、淮北职教园区。

2021年3月份烈山区党政领导干部接访安排表

时间

3月1日
3月2日
3月3日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3月9日
3月10日
3月11日
3月12日
3月15日
3月16日

备 注

接访领导

陈明月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爱军 区委副书记
丁铁力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孙露露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冯 轶 区政府副区长
姜 颖 区委书记
王圣臣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梁龙义 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 蕾 区政府副区长
刘学清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瑶菡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王忠锦 区政府副区长

预约联系电话：3093571

分管工作

负责政法、信访和维护稳定工作。
协助区委书记抓党的建设工作，负责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关日常工作、保密工作、档案工作、群团工作、“三农”工作、区委督查考核工作、国防动员、武装工作和后备力量建设。
负责统一战线、工商联工作。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财政、统计、金融、外事、应急管理、政府督查考核、机关事务管理、开发区、建设投资等方面工作。
负责科技、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商务、市场监管、数据资源管理、投资促进等方面工作。
主持区委全面工作。
负责组织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分管区委编办、区老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和关心下一代办公室。
领导区政府全面工作。
负责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残疾人保护、妇儿工委等方面工作。
负责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文明创建工作。
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和区委巡察工作。
负责民政、司法、农业农村、扶贫、畜牧水产业、水利、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保障、信访稳定、生态环境等方面工作。

2021年３月份杜集区党政领导干部接访安排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