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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6日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戎培阜调研全市上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

上半年，市政府紧紧围绕市十六
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加快推动新阶段更高质量转型发
展，全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态势，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针对下一阶段工作，戎培阜强
调，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

规律和特点，加强经济形势研判，客
观分析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找准
症结，提出有创新性、建设性的意见
和对策。要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
不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优化营商环
境，着力支持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淮
北高质量转型发展步伐。要抓好计
划及政策的落实，强化经济运行调
度，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

“五群十链”，抓好“双招双引”，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增强发展后劲，为“十
四五”规划顺利实施打好基础。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委
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报讯 7月23日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召开水资源管理工作调研座
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德志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市供水公司、申皖发
电、大唐发电、国安电力、上海电气水
务公司、濉溪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等9
家企业在供水、用水、排水及公司运
营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围绕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市水资源管理工
作水平进行座谈交流。

赵德志指出，开展水资源管理专
题询问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的一项

重点工作，通过深入用水企业、污水
处理厂等现场实地察看，召开座谈会
听取意见建议，调研取得了初步成
效。赵德志建议，企业要梳理在贯彻
执行水资源管理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积极与市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
取政策上的支持和帮扶。要在节约
上做文章，在循环利用上下功夫，降
低工业产品用水单耗，提高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赵德志强调，调研组要摸清实
情，客观提出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
调研报告，为推动我市水资源管理工
作建言献策、助力淮北更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根据工作安排，7月29日上午
7:30—8:10，市政府副市长陈英将
带领市教育局、市文化旅游体育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相关负
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参加政风行
风热线特别节目。届时，市民群

众可就我市教育、文化旅游体育、
卫生健康、残疾人等方面的工作，
拨打热线电话 3026326、3884243，
提出意见和建议。

淮北市政务公开办公室
2021年7月27日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调研全市上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
水资源管理工作调研座谈会

关于市政府领导参加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公告

1970年11月11日，中共濉溪市
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认
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
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的通知》，开
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濉溪市代表
大会。

1971 年 3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
准，濉溪市更名为淮北市。

1971 年 5 月 5 日至 9 日，中国共
产党淮北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516人（实到497人），
列席代表16人，代表全市7937名党
员。会议当选的代表强调以工农兵、
老中青“三结合”为主体，体现了人数
多、比例大等特点。5月5日，刘卫代
表中共淮北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
工作报告。

会议提出，要继续带领全市人民
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
众运动；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
赶大通，夺取新胜利”的群众运动，抓
好煤炭生产，加速矿山建设，抓好其
他工业；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赶郭
庄，超纲要”的群众运动，把全市的社
社队队变大寨；继续搞好全市“整党
建党”和整团建团工作，进一步加强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大会号
召，全市上下要继续全面执行“抓革
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鼓足更大革命干劲，把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更好，为世
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

大会讨论通过了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了中共淮北市第一届委员会，委
员37 名，候补委员5名。5月10 日，
中共淮北市第一届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卫等 10 人为中
共淮北市常务委员会委员。刘卫当
选为市委书记，陈庆泉、秦成新、赵凯
为副书记。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林琳 整理

本报讯 今年以来，烈山区烈
山镇坚持用活“四送一服”工作机
制，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
新要求，动态掌握企业发展状况，推
深做实“四送一服”工作，促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惠企政策“宣讲员”。为解
决好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
鼓励镇域企业发展。烈山镇认真梳
理惠企政策，吃透惠企方针政策，通
过走访企业、集中宣讲等方式，向企
业精准宣传解读省委、市委、区委关
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配合区

“四送一服”办公室精准实施要素帮
扶，积极宣传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等政策帮扶，指导和帮
助辖区内企业准备申报材料。

善当企业走访“联络员”。进一
步落实落细“四送一服”联系包保机
制，做到“周周有走访，事事有回
音”。督促包保干部深入联系企业，
了解生产经营状况，听取意见建议，
不仅帮助企业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和困难，还着眼于构建促进企业长
远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做好包保
干部与企业之间的联络，安排专人
做好每周走访记录，收集企业诉求
并汇总上报上级部门，积极推进问
题协调解决。

勇担项目落地“服务员”。深入
重点项目和新兴产业“双招双引”项
目，每月定期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落实联系包保及“四督四保”等
工作机制，切实帮助项目解决问题，
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推进重点
项目加快落地开建、投产达产。

下一步，烈山镇将继续全面深
化“四送一服”工作，及时掌握企业
难题和诉求，提升企业和重点项目
满意度、认可度，助推实体经济持续
向好高质量发展。

用活“四送一服”工作机制

烈山镇多举措服务实体经济
中共淮北市

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获悉，根据《淮北市防汛抗旱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我市于 7 月 26 日
09时起启动防汛防台风Ⅲ级应急响
应。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6号台
风“烟花”26 日 09 时位于杭州湾内，
距离浙江平湖东南方向约10公里，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30米/秒），中

心最低气压为 975 百帕。预计，“烟
花”将以每小时 5-10 公里的速度向
西北方向移动，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28日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30日移入
黄海海面。受台风“烟花”外围云系
影响，预计26-30日我市有一次明显
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7日后期至29
日我市大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
雨，过程累计雨量 150-200 毫米，局
地 250 毫米以上。台风“烟花”影响
时，我市平均风力将增大到4～5级，
阵风9～10级。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级各
部门保持警惕，高度重视台风“烟花”
防御工作。密切监视天气发展变化，
加密会商分析频次，各级防汛责任
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立即到岗到位，全面动员部署，靠前
指挥。突出做好地质灾害、城镇积
涝、农田积水、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防御，充分考虑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
影响，必要时关闭重点影响区域旅游
景区景点、农家乐等，针对下穿桥、地
下车库等低洼区域及时设置警示标

志，加强水上作业、高空作业、户外运
动、道路交通等安全管控，滚动开展
危旧房屋、构筑物、设施农业、建筑工
地、工矿企业等隐患排查，及时消除
隐患，提前转移危险地区人员。做好
水情监测和安全管理，加强巡查防
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做好
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落实应
急抢险队伍和物资调运准备，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
减少灾害损失。

高度重视台风“烟花”防御工作 认真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我市启动防汛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7月23日，市第三实验小学开展

“安全教育到身边 平安快乐过暑期”

主题活动，邀请消防、交警和红十字

救援等部门人员为同学们讲解安全

用火、防溺水以及交通安全等知识，

提高学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

能力，确保孩子们平安度暑假。

图为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指导

学生进行心肺复苏急救操作。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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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我公司以下营运车辆未按期进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年审】，请于
声明之日起30日内与公司联系营运事宜。逾期不联系的，我公司将申
请濉溪县交通部门注销其【道路运输证】：瑞隆运输公司，车号如下：

77615、70193、70138、17815、71871、76055、16783、17415、18398、
77481、71633、71871、19316、76055,10158、15766、18971、19789、
19942、73376、17145、16537、17953、16625、6609 挂、4436 挂、5387
挂、9160挂、C070挂、5289挂、B967挂、7227挂、1388挂、4778挂、
B361挂、B693挂、6023挂、5987挂、5346挂、6925挂、9679挂、8735
挂、6991挂、5892挂、7473挂、8840挂、A399挂、6339挂、6530挂。

犇鑫运输公司 70367、73482、6412 挂、75351、75795、72639、
76127、7807挂

淮北瑞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淮北犇鑫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20日

道歉信
一、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 年 8月 5 日上午

9：00在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拍卖濉溪县委党校学
员宾馆（濉溪县经济开发区玉兰大道北侧，党校综
合办公楼9-11层，面积约3500m2）五年期承包经营
权，竞买保证金壹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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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4日16时前持：
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报名1、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含
住宿服务的相关内容;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3、特
种行业许可证(经营范围住宿);4、基本存款账户信
息;5、保证金及报名资料费200元办理竞买手续。

四、特别提示：1、房屋面积以实际移交为准，学
员宾馆的相关设施、设备、物品等以实际移交清单
为准。

2、本学员宾馆，仅向委托人承接组织的学员培
训提供服务，不得对外经营。

3、未尽事宜详见本次拍卖会特别规定。
联系电话：
18156110733、0561-388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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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7日

拍卖公告
张奥硕，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T 340149918，声明作废

皇甫思蕾，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P 340173081，声明作废。

胡庆庆于2021年6月14日遗失本人身份证，证号：340822198707140282，声明作废。

牛立新于2021年7月22日遗失本人身份证，证号：340603196607080439，声明作废。

马中华，就业失业证遗失，编号：3406030013028227，声明作废。

郝朝艳，就业失业证遗失，编号：3406010014023563，声明作废。

淮北市刘抗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F88460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怀远县大禹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遗失皖F 9475挂黄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淮北市骥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备案合格证遗失，车辆型号：BJ1037V3MA6-6L，产品整车合
格证编号：WAG112107065776，车辆识别代码：LVAV2MAB7MC037825，发动机型号：4F20TC，发动
机号：M007935，车身颜色：星钻黑金属漆，整车印刷编号：No.l4029899，制造单位：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尊敬的淮北广大人民群众:
本人王华东，男，身份证号（340621197306230015），住濉溪县濉溪镇南关城隍庙东巷84-2号。

本人因法律意识淡薄，在加工卤菜时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超量添加亚硝酸钠。在加工卤菜时，被
濉溪县监督局抽检，检测属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

在此，我登报向社会公开道歉，愿意为我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保证以后严守法
律，绝不再犯。

道歉人：王华东
2021年7月26日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黄海博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丁欠欠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葛妤韶 赵雅倩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胡洁

本报讯 7月26日，2021年全市防
汛会商工作会议召开，全面部署防御台
风“烟花”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周
天伟，市政府秘书长徐涛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
委书记李锦斌关于防御第 6 号台风

“烟花”工作批示精神，汇报了近期天
气形势、水情及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城市防洪排涝工作等。

周天伟指出，今年第 6 号台风
“烟花”强度高、移速慢、路径复杂、影
响时间长。各级各部门要在思想上

高度重视，杜绝松懈麻痹，扎实做好
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周天伟强调，要加强汛情发布，
多渠道、多频次、多形式宣传安全知
识，营造人人做好自我保护的良好氛
围。要突出重点，加强督查巡查，特
别是施工工地、户外广告牌、地下停
车场等重点区域，做到该停工的停
工、该停运的停运、该停学的停学。
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会商研判，确
保险情早发现、早抢护、早消除。

会后，周天伟还实地察看了淮北
世茂云图项目施工现场、淮北欢乐世
界附近水域，了解安全防范工作落实
情况。

全市防汛会商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