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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5日下午，市委书
记张永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
议通过《中共淮北市委 淮北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忠诚尽职奋勇争先加快
建设“五个淮北”的实施方案》《关于
加快集聚产业人才推动“五群十链”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听取当
前经济运行情况、近期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和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政协第十一届淮北市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

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把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与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贯通起来，一体推进贯彻落实工作。
要实施实力淮北、创新淮北、美丽淮
北、幸福淮北、效能淮北攻坚行动，提
高站位、拉高标杆、注重质效抓落实，
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五个淮
北”，努力开辟更高质量转型发展新
境界，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更
多淮北力量。

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
度，对重点企业实行一周一调度，加

快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奋力向
全年目标任务发起冲刺。要聚焦省、
市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科学分
配、细化分解年度任务，加大政策研
究争取力度，超前谋划明年目标指
标、重大项目，持续掀起“双招双引”
热潮，全力提升城市能级、推动经济
总量争先进位。

会议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强化安全生产教育，紧
盯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工贸、矿
山、消防等重点领域，严防季节性
隐患，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冬季
安全生产。

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做实做细换届选举、会务筹备等
工作，严肃会风会纪，确保市“两会”
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会议指出，要厚植“淮才必遇”
“淮才优遇”沃土，提升人才服务保障
水平，围绕产业链建强人才链，大力
引进产业发展急需人才，培育壮大产
业人才队伍，加快完善“五群十链”现
代产业体系，助力工业经济做大做
强。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张永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部署贯彻省党代会精神等工作

本报讯 11 月 25 日上午，城市重
点片区规划专题汇报会召开。市委书
记张永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覃卫国，市领导操隆山、周天
伟、钱界殊、单强、顾汕竹、汪继宏、姜
颖、胡亮参加会议。

会上，东南大学教授刘红杰汇报
绿金湖西岸及半岛区域城市设计、高
铁西站片区概念性规划及核心区城市
设计、大唐淮北发电厂旧址片区城市
设计。与会人员结合实际，就设计方
案的目标定位、思路理念、功能布局等
进行深入探讨。

张永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城市重点
片区规划前期工作。他希望设计单位
认真梳理、归纳、吸收与会同志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对设计方案进行再完善、
再优化、再提升，使之既具有专业性，
又具有可行性，更能体现淮北特色。

张永强调，要坚持高起点规划，对

城市重点片区发展进行科学定位，统
筹考虑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交通组织
等需要，以大局意识、长远眼光谋划功
能布局，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设计方案，
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科学组织论
证，做好结合文章，将重点片区规划与
城市总体规划无缝衔接，加快补齐短
板，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高综合承载
能力，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全面提升
城市品质和能级。相关部门和设计单
位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加强联系对
接，提高工作效率，分清轻重缓急，科
学有序推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为淮北更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覃卫国在会上指出，要结合当前
实际，着眼未来发展，加强部门沟通，
广泛征求意见，细化完善方案，确保设
计方案早日落地落实。

市政府秘书长徐涛，市委、市政府
有关副秘书长，相关部门、县区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城市重点片区规划
专题汇报会召开
张永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11月25日晚，“德润相
城”2021 年淮北市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市传媒中心一
号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出
席并为第七届淮北市道德模范颁
奖。市委副书记、市长覃卫国致辞。
市领导汪继宏、胡百平、胡亮、张力出
席活动。

覃卫国在致辞时说，近年来，
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和中央及省文
明委工作部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全市凡人善
举层出不穷，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充分彰显了“美城大爱、文明淮北”
的城市形象。当前，我市正在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和省、市党代会精神，积极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希望各位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为加强全市道德建设、共创
美好未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

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尊重、关心、
爱护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充分发
挥好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更多市民见贤思齐、崇德修德，
让美德善行滋养城市、温暖人心。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是时代的楷
模。全市上下要以他们为榜样，学
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美好品德，共
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落实，为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五个淮北”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增添强大精神动力。

活动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五
个篇章，播放了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事迹短片，表演了淮北梆子情景
剧《髓缘》、舞蹈《听我说谢谢你》、诗
朗诵《德润相城》、歌舞《榜样的力
量》等节目，对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进行现场访谈。第七届淮北市道德
模范还在现场向全市人民发出“好
人”倡议。

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委主办，市文
明办承办，市传媒中心协办。

2021年淮北市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举行
张永出席并为道德模范颁奖 覃卫国致辞

本报讯 11月22日至24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覃卫国率队赴浙江开展
招商考察、对接交流活动，走访重点企
业，宣传推介淮北，洽谈推进合作项
目。市政府秘书长徐涛参加考察活
动。

正泰集团是全球知名的智慧能源
解决方案提供商，布局智能电气、绿色
能源、工控与自动化、智能家居以及孵
化器等“4+1”产业板块，形成集发电、
储电、输电、变电、配电、售电、用电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优势。覃卫国一行参
观了正泰新能源展厅，实地考察了海
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并与集
团轮值总裁栾广富就推动项目合作、
加强新能源开发利用等进行了深入交
流。栾广富感谢淮北市委、市政府给
予正泰集团的信任和肯定，表示愿意
为淮北建设发展助力添彩。覃卫国
说，淮北正加快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示
范城市和国家重要新型综合能源基
地，正泰集团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
有优势、有经验，双方合作有共识、有
基础，希望正泰集团发挥赋能行业产
业优势，锚定“数智化”“碳中和”，做优
在淮增量配电网项目，找准深度合作

方向，加强“源网荷储”一体化研究，真
正把合作空间转化为发展空间，争取
更多合作成果，实现多方共赢。

在美欣达集团，覃卫国一行受到
集团董事会主席单建明的盛情接待，
实地参观了智慧环境吴兴区欣环卫基
地、环境产业研究院、环境产业大数据
中心，并就深化在淮投资布局等具体
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单建明表示，
美欣达将把淮北作为区域布局的重要
节点城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集聚优质资源，积极导
入多元产业，为淮北高质量转型发展、
加快建设“五个淮北”贡献力量。覃卫
国表示，淮北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为美欣达发展提供高效服务，营造良
好环境。希望美欣达坚定在淮发展信
心，立足淮北循环经济产业园，拓展合
作领域，延伸产业链条，扩大在淮投
资，努力打造国家级百亿循环经济产
业园。

在浙期间，覃卫国还走访考察了
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杭州梦想
小镇、浙江菜根科技产业发展公司、浙
江万马（湖州）智造产业园等。

市投资促进中心、市政府研究室、
杜集区政府和市高新区、煤化工基地
管委会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覃卫国率队赴浙江开展招商考察活动

加强对接交流 推进共赢发展

11月25日，巾帼志愿者向社区居

民宣传反家暴知识。

当日，相山经济开发区妇联在河北

社区组织开展以“创建平安家庭 助力

市域社会治理”为主题的反家暴宣传活

动，通过现场接受咨询、发放宣传单和

集中签名等形式，重点向农村社区妇女

宣传反家庭暴力法的内容，让妇女群众

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什么是家庭暴

力，共同抵制家暴，以迎接“11·25”反

家暴日。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盛海鹰

反家暴宣传
进社区

本报讯 11 月 24 日上午，记者
来到北外环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现
场，虽然已进入冬季，现场却是一派
繁忙场景：十余名施工人员正在南半
幅路面有序作业，数台挖掘机、平地
机、压路机轰隆作响。施工方正抓住
近期晴好天气，马不停蹄加快施工进
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完
工。

在北外环路与东山路交叉口东
侧的施工现场，项目施工技术负责人
蔡洪平正紧张地调度人员和机械。
他告诉记者，为加快工程进度，该公
司共投入80名施工人员，挖掘机、洒
水车、铲车、压路机20余台，全部满负
荷作业，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
2000余万元，南半幅沥青铺设已进入
收尾阶段，预计北外环（东山路至龙
山路路段）在12月底前可实现南半幅
通车，北半幅正在进行混凝土板块修
复，整体工程将赶在明年9月完工。

作为城市的主干道之一，北外
环路提升改造工程西起东山路，东至
梧桐北路，全长7600米，投资4000万
元，主要改造内容为病害路面维修、
提升改造。改造将破除路面、处理病

害基础并加铺沥青约17000平方米，
轻 微 病 害 路 面 处 理 并 加 铺 沥 青
27650平方米，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
102600 平方米。同时，更换道路两
侧立石和平石，施画标线约 15200
米，新建路灯 320 柱，修复绿化带
9500 平方米，还针对部分交口进行
渠化改造，进一步完善沿线部分路段
的交通设施。

北外环提升改造工程甲方代表王
兴告诉记者，为了确保如期高质量完
成建设任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群众的
出行需求，市政工程管理处积极推进
项目前期可研和设计工作，并将北外
环提升改造工程列入2021年度市政
府投资项目。工程实施过程中，市政
工程管理处每周都召开调度会，听取

项目进展汇报，提出项目推进要求。
同时，积极协调交警、城市管理等相关
部门和朔里镇政府，及时解决项目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采取“日巡查、
周调度、月考核”的方式，督促施工、监
理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管路和质量责
任，有力地保障了工程的快速推进。

据悉，施工方目前正通过“白
天+晚上”的施工组织方式，采用增
加施工人员、使用先进施工设备的施
工方案，科学合理增加调配人员机
械，同时注意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
全力加快施工进度。该工程完成后，
将极大改善道路沿线居民的交通出
行条件，优化路网，提升城市形象，为
我市发展提供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
保障。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优化市民出行环境

北外环路提升改造工程加快推进

本报讯 日前，2021 年 10 月份省
“月评十佳”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揭晓，退伍不褪色，热心公益 35 年的
相山区志愿者房义森获评个人典型。

房义森，男，1964 年 4 月出生，蚌
埠货运中心淮北经营部生产值班员。
上个世纪80年代，房义森如愿来到军
营，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在部
队里，他跟着老兵学会了理发，从那时
起，他经常帮助战友们理发，还帮助营
房周围的孤寡老人免费理发。1986
年，房义森退伍回到地方，被分配到铁
路系统工作。在得知淮北军分区官兵
理发不方便时，他主动找到军分区首
长，要求定期上门为官兵们义务理

发。每到周末，房义森就挎着理发工
具包，准时来到军营为官兵们理发。

一有时间，房义森还会走进社区，义
务为居民理发。与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一
起，到敬老院为老人理发、剪指（趾）甲、按
摩，深受老人的欢迎。后来，房义森又扩
大服务范围，经常到市区周边的一些敬
老院为老人理发，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房
义森还主动上门为他们免费服务。

免费理发、抚慰孤寡、扶贫济困
……房义森的公益之路已走了35年，
这位退伍老兵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军营、
养老院、福利院、社区，累计服务官兵和
群众30000多人次。“当过一天兵，一生
是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深深烙入了
房义森的生命中，退伍不褪色，尽己所
能去帮助他人就是他的人生追求。

我市一志愿者获评全省“十佳”

■ 记者 詹岩

■ 通讯员 郑秘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芦静

■ 记者 闫肃 通讯员 陈洪

■■■ 记者 詹岩

■ 通讯员 长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