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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延安到蒙城县淝河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精神 在江淮
本报讯 11 月 11 日，市长杜延安到蒙城
县漆园街道淝河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强
调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新时代的新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引领发展。
在漆园街道办事处淝河村兆鑫农业产业
示范园，杜延安详细了解该产业示范园经营
情况、产业扶贫情况。杜延安强调，要抓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机遇，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加大政府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扶持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支持，
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杜延安走进淝河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详细了解养老照料中心运行情况，杜延安叮
嘱工作人员照顾好老人们的生活，让老人们
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
在淝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杜延安认真了
解群众到党群中心办事情况以及网上办事大
厅、“我家亳州”等运行情况，他强调，要
加大对“我家亳州”APP 的宣传力度，让更
多的群众通过手机办理事项，最大限度让群
众少跑腿、不跑腿，真正方便群众。
在淝河村会议室，杜延安向村两委干
部、老党员、群众代表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杜延安结合自身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感悟和体会，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阐述
和解读。杜延安指出，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
时代，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的新起点、里程
碑。这次会议确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坚持学懂、弄通、做实，以学
习宣传推动工作。
杜延安强调，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的
主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深刻领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深
刻领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意义，深刻领会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深刻
领会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

推动十九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市委宣讲团将赴各地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市委决定，组织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团赴各地进行宣讲。11 月 13 日下
午，党的十九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动员会暨
宣讲骨干备课会召开，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宣读了《中共亳州市委办公室关
于做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
的通知》，对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安排情况
作了说明。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充分认识宣讲
重要意义，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
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党的十九
大 精 神 宣 讲 工 作 ，高 质 量 地 完 成 宣 讲 任
务。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宣讲工作基本
要求，市委宣讲团成员，要按照“学懂、弄
通、做实”的要求，认真学习备课，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全面把握宣讲工作的基本要
求，坚持正确导向、突出宣讲重点、紧密联

系实际、创新宣讲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宣
讲活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走进基层、走
进群众。要加强领导，确保宣讲工作顺利
开展，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周密部署，
统筹安排确保学习宣讲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赫璞峰出席会
议并讲话。
（记者 杨文刚）

十九大宣传进社区
11 月 12 日 ，蒙 城 县 城 关 街 道 学 院 社
区，文艺志愿者在为居民表演文艺节目。
当天，蒙城县城关街道“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文艺汇演进社区”活动走进学院社
区，社区干部和文艺志愿者通过十九大精
神专题宣讲以及诗朗诵、小品表演等多种
形式，向社区居民宣传十九大精神，受到
居民欢迎。
连日来，蒙城县通过组织十九大精神
专题宣讲及文艺汇演的形式，深入乡村、
社区，宣传十九大精神。
胡卫国 摄

北一环下穿京九铁路立交桥升级
升为双向八车道，将有力推动北部新城建设

本报讯 亳州市北一环下穿京九铁路
立交桥双向四车道改造为双向八车道工程
取得重大进展，两孔箱体预制完成，并将
于 11 月 21 日顶进就位，标志着亳州市北
一环下穿京九铁路立交桥进入关键性节
点。这为最终北一环由双向四车道改造为
双向八车道打通“肠梗阻”创造了条件。
从 2012 年起，我市以开始“城市副中
心”为定位，推进北部新城建设。北部新
城建设，是我市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建设
的重大举措。
为推动北部新城建设，作为北部新城

骨干道路的北一环路，正在由双向四车道
改造为双向八车道。这其中，北一环下穿
京九铁路立交桥由双向四车道改造为双向
八车道，就至关重要。
2017 年 6 月底，北一环下穿京九铁路
立交桥双向四车道改造为双向八车道工程
启动，工程总投资 6700 万元，目前两孔
箱体预制完成，其中一孔已经顶进到位，
另一孔将于 11 月 18 日开始顶进，并将于
11 月 21 日顶进就位。
箱体顶进施工就是在预制工作区域做
好顶进的箱体，用便梁加固架空的铁路下
开挖土方，土方开挖结束后，由千斤顶将
箱体进行整体顶进施工。一般在既有线路
桥涵施工中常见。
据项目经理介绍，改造前，北一环下
穿京九铁路立交桥原有 15 米箱体一座，7
米箱体两座，中间的 15 米箱体为双向四

车道机动车道，两侧为非机动车和人行
道，这次将新建 15 米箱体一座，7 米箱体
一座，从而改造为双向八车道，而原北侧
非机动车和人行道则建成中间的绿化带。
据悉，新扩建的北半幅双向四车道将
于春节后开始通行，然后封闭既有的南半
幅进行路面改造。“原南半幅路面已经出
现病害，需要改造。”项目经理表示，整
个北一环下穿京九铁路立交桥双向四车道
改造为双向八车道工程将于明年 9 月份完
工通车。
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刘亚庆表示，一环
下穿京九铁路立交桥的改造升级，对完善
北部新城道路骨架、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推动北部新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区住建委作为业主单位，下一步将督
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工
程按期交付使用。
（记者 杨文刚）

作的重大部署，深刻领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大部署。
杜延安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切
实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要结合
亳州发展的实际，把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同
推动当前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各级党员干
部要自觉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践者和宣传
者，把十九大精神宣传到基层，通过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思想统一起来、
把力量凝聚起来、把责任担当起来，在政治
上坚定讲看齐，在作风上提振精气神，在行
动上强化执行力，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推进亳州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事业，展示新作为、树立新形
象、创造新业绩。
杜延安还对淝河村脱贫攻坚等工作进行
了指导。
（丁亚飞）

市政协机关聆听
微型党课学习十九大
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下午，市直机关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微型党课巡讲活动首
站来到市政协，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精彩
的微型党课。
活动组织了部分单位党员围绕如何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本职工作进行
授课。微型党课指出，要牢记宗旨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贯彻十九大要
立足岗位讲奉献，正确看待大与小、得与
失、苦与乐、公与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而何为初心和使命，那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践行坚
守初心和使命，就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
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把握政治方向，践
行初心使命，勇于担当责任。
党课使与会人员受益匪浅，大家纷纷
表示，要认真吃透领会党的十九大精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把政协工作做实做好。
本次巡讲活动由市直工委主办，活动
将把十九大宣讲与党课学习深度融合，以
党课形式宣讲十九大，以十九大宣讲推进
党课学习教育，活动将走进机关单位，还
将深入到扶贫一线，努力使十九大精神宣
讲到全市各个角落。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俊民，
副主席张国芳、陈显锋、沈振清，市政协
秘书长葛生聆听了党课。 （记者 刘景侠）

省五大发展调研组
来我市调研
本报讯 11 月 9 日至 10 日，省五大发展调
研组来我市调研，
了解我市五大发展行动计划
推进情况，
以及 2018 年我市实施五大发展行动
计划的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
重大举措。
今 年 以 来 ，我 市 以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为 抓
手，加快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1-9 月份，
我市完成省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重点项
目投资 45.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11.4%，
位居全省第 3 位。市五大发展行动计划重点
项 目 库 449 个 项 目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450.5 亿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10.8%；计划新开工项
目 148 个，实际开工 151 个，开工率 102%；竣
工项目 63 个，竣工率 105%。2018 年，我市力
争实施市重点项目 560 个、年度计划投资 690
亿元，谋划项目 1200 个，总投资 3600 亿元。
调研组听取了我市工作汇报，并来到
安徽济人药业、九洲方圆制药、城市规划
展览馆等地，实地了解我市五大发展行动
计划实施情况。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笪艺
武带队调研，市政府秘书长吴火权作工作汇
报、陪同调研。
（耿德意 陈显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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