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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今年，我
省将大力整治入河、入海排污口，抓住

“牛鼻子”，坚决打好辽河治理攻坚战和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日前，省生态环
境厅组织召开我省第二批入河排放口
排查工作动员培训会，至此，我省14个
市已全面启动入河排放口排查工作。

“突破水”是我省生态环保工作的
重点，入河排放口排查工作是改善河
流水质的基础性工作，是压实环境责
任的关键。今年3月，我省要求全面排

查全省行政区内所有入河（湖、库）排
放口，并由口及源，追溯排放主体，最
终建立全省排放口名录库及排放源与
排放口关联台账，为下一步实施入河
排放口环境监管奠定基础。

与以往排查不同，此次入河排放
口排查为全口径排查，针对的是纳入
河长制管理的全省 3536 条河流，尺寸
在200毫米以上的所有排放口，包括工
业废水、生活污水、雨洪排水、农田退
水、养殖退水等各类排放源。只要排

放口存在，不管目前是否排水都要排
查登记，做到“只要有口子”就“一个不
漏”。排查内容包括排放口名称、位
置、类型、受纳水体、排放方式及规模、
责任主体相关信息、排查河长信息等。

“此次排查依托全省1.3万余名河
长实施，要求村（社区）河段长以徒步巡
河的方式，对责任河段内排放口进行全
面排查。”入河排放口排查工作组组长
周鑫介绍，他们委托东软公司开发了相
关程序，河长在现场用手机对排放口拍

照，可实时定位并上传照片信息。
周鑫介绍，在完成初步信息采

集后，将依托全省环境监管力量开
展 溯 源 ，确 定 排 放 责 任 主 体 ，实 现

“排放源—入河排污口—环境水体”全
域全链条关联，并将依托第三方技术
力量完成复核和落图工作，最终形成
排放口名录库和关联台账，为今后开
展河流治理和监管工作提供依据。

全省入河排放口排查工作将于今
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

村级河长徒步巡河 全面摸清底数 开展溯源分析

全省入河排放口排查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 刘乐报道
4 月 11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辽
宁省河长湖长制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条例（草案）》）已在省政府门户网
站和省司法厅政务外网全文公布，现
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截止时
间为4月30日。

我省江河水系主要有辽河、浑河、
太子河、绕阳河、鸭绿江、辽东南沿海
诸河、大凌河、小凌河及辽西沿海诸河
等。《条例（草案）》的制定将实现我省

河长湖长制工作从有章可循到有法可
依，对保护、管理和治理好全省河流湖
泊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条例（草案）》在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考核问责、加强
社会监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一是
明确在全省各级行政区域设立总河
湖长，在流域水系、河湖、水库、水电
站设立河长、湖长、库长、站长，由其
负责对本行政区河湖或者责任水系
的管理、保护和治理予以组织领导、

监督协调、督促考核，建议政府及相
关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解决问题
的工作制度；二是建立省、市、县（市、
区）、乡（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
会）五级河湖长体系；三是鼓励和引
导公众参与河湖保护，开展河湖保护
志愿者服务。

此外，在河湖管理、保护和治理
的方式和手段上，《条例（草案）》提出
了各级总河长、河长按照规定开展河
湖巡查，聘用巡查员、保洁员开展河

湖日常巡查和保洁工作，建立多部门
联合执法机制，对未履行职责或者履
行职责不力的河长进行约谈等具体
措施。

目前，我省已出台《辽宁省实施
河长制工作方案》《关于建立辽宁省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的通知》《辽宁省河长制工作管理办
法（试行）》等文件，河长湖长制目标
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和考核体
系基本建立。

《辽宁省河长湖长制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我省河长湖长制工作将实现有法可依

时下正是春耕生产关键时期，
为帮助农民科学合理安排春耕生
产，义县科协组织开展“科技下乡服
务春耕”活动。百余名科技特派员
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赶农贸集
市现场指导，为农民群众春耕生产
出点子、想路子、送技术、送信息。
活动围绕农民春耕生产中的需求，
为农民发放“技术明白纸”1.2万份，
派送各类农业科技图书1100余册，
解答农民咨询130多人次。图为科
技特派员深入张家堡镇农贸大集开
展咨询服务，为农民提供春耕生产
技术信息。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科技下乡
服务春耕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4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和省政
府在大连市联合举办斑海豹放
归活动，将24头斑海豹幼崽放
归辽东湾。

今年2月，大连市公安部门
破获一起斑海豹幼崽盗猎案件，
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等农业
农村部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网络
成员单位，对斑海豹幼崽全力救
护。最终有61头斑海豹幼崽得
到成功救护，除当日放归的 24
头外，其余斑海豹幼崽将在评估

通过后全部放归大海。
我省将采取有效措施，增

强执法能力，规范斑海豹管
理。同时，增强公众保护意识，
形成全社会关注、全民保护的
良好氛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水生野
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范
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行为，
严厉打击各类涉及水生野生动
物的违法行为。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
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出席活动。

斑海豹放归活动在大连举行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 刘
乐报道 4 月 11 日，记者从全
省打击整治枪爆物品违法犯罪
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专
项行动视频推进会上获悉，4月
下旬到7月底，我省将全面开展
为期100天的清查收缴非法枪
爆物品统一行动，全面清查收
缴私存私藏的非法枪爆物品。

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
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
属地责任，把专项行动列入本
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来推进。
要强化协作联动，充分发挥各
级联席会议作用，各成员单位

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在线索
通报、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等方
面通力合作，并广泛发动社会
力量，用好举报奖励机制，引导
群众积极参与进来，形成社会
共治的浓厚氛围。要强化督导
指导，督导检查以发现问题、推
动整改为主，健全完善考核通
报机制，对于责任落得实、行动
效果好的地区和部门及时予以
表奖，总结推广经验，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通报，督促整改，确保
专项行动推进顺利、取得实效。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
大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省将开展清查收缴
非法枪爆物品百天行动

根据公务员法和相关政
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办
公厅面向内地省区市公开选
调工作人员。其中，选调副处
级领导干部人选 10名、主任
科员及以下干部人选10名。

选调范围包括实施公务
员法的内地省区市各级机关
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机关

（单位）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
备案的在编在岗人员。

具体报考资格条件可登
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务网

（www.xjbt.gov.cn）、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考 试 信 息 网

（btpta.xjbt.gov.cn）查询。
报名时间：
自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

到4月25日止
咨询电话：
0991-2890678 2890061
咨询时间：
10：00-19：30（北京时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办公厅
2019年4月1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办公厅
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本报讯 记者孙大卫报道
4 月 11 日，辽宁无机非金属新
材料产业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在
法库召开。会上，省新材料工
程中心、法库县人民政府、辽宁
省轻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
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法
库县建设辽宁省无机非金属新
材料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无机非金属材料是与有机

高分子材料和金属材料并列的
三大材料之一。因其具有不可
替代的功能特点，在航空航天、
先进装备制造、电子、汽车等领
域，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

研讨会上，专家、企业代表
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提升
新型原材料发展特别是新材料
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水平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辽宁无机非金属新材料
产业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颖报道
今年我省春季旅游以“赏花观鸟
游辽宁”为主题，推出200余项春
季旅游活动。这是记者4月11日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单位
举办的旅游推广会上获悉的。

围绕辽宁赏花、观鸟、登山
和温泉等特色旅游资源，全省将
推出盘锦二界沟开海活动、丹东

宽甸河口赏桃花、法库观鸟、大
连旅顺赏樱花、抚顺梨花谷踏青
赏花活动以及阜新首届乌兰木
图山登山大会等。此外，还将推
出踏春赏花+休闲游、湿地观
鸟+生态游等168条春季旅游特
色线路。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
与鞍山市、营口市、抚顺市、锦州
市共同开启春季旅游活动。

全省推出200余项
春季旅游主题活动

（上接第一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牢牢把握做好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主动权。二是
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敢于
动真碰硬，针对问题成因对症下药，拿
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有效破解难
题，带动全局工作。三是要搞好统筹协

调，坚持“十个指头弹钢琴”，通盘考虑
各方面情况，突出重点、强化协同，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有力展开。四是要以抓
铁有痕的劲头和决心，坚持“一竿子插
到底”，把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岗
位、具体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
进，坚持不懈抓好落实，努力做出经得
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业绩。

省委常委陈向群、廖建宇、张福海、
刘焕鑫、陆治原、于天敏作有关汇报，省
委常委范继英作书面汇报。

会议审议了《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中共辽宁省委党
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等
文件。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

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
政法委、省委政研室、省委国安办、省委网
信办、省委财经办（改革办）、省委编办、省
委军民融合办、省委巡视办、省台办、省公
务员局、省老干部局、省信访局、省委党校

（行政学院）负责同志分别作汇报。
省委各部委、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听取一季度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上接第一版）仅用3个月，东兴
村实现路桥屯屯通、户户通。村
里的贩牛经纪人增加十多人，每
个养牛户年均增收10万元。

吴艳良深知，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离不开产业发展。昌
图县处在玉米种植黄金地带，
他认准这个优势，发起成立丰
满源农业合作社，大力发展优
质玉米产业，探索出“村社合
一”的致富道路。

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统
一购种、耕种、销售，并先后购
置大型农机设备、建成烘干塔，
实现玉米耕、种、收的机械化，
粮食产后服务越来越完善。
2016 年年底，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

脱贫不返贫，实现乡村振
兴，要多条腿走路。去年年末，
东兴村办起服装加工厂，不仅吸
纳本村村民，还带动周边几个

村，目前有 90 人在加工厂就
业。走进加工厂，一片忙碌景
象。吴艳良说，加工厂刚进了一
台全自动生产线，又接了一批订
单，一年后能吸纳180人就业。

如今的东兴村，村部设有便
民服务站、党员先锋岗，村部旁
建起3000平方米文化广场。村
里还开办了道德大讲堂、文化书
屋、科技培训基地。村民不仅腰
包鼓了，精神生活也充实了。

今年全国人代会结束后，
吴艳良一回到村里就着手谋划
下一步工作。“今年，要在路边
栽花种树，进行垃圾分类，让乡
村美起来。还要利用村里的二
级水库，把原来荒废的湿地开
发出来，搞水产养殖项目，将来
发展乡村旅游……”他表示，国
家政策越来越好，东兴村要抓
住机遇，力争做辽宁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村。

要把东兴村建成
美丽乡村的样板村

（上接第一版）
“居民的事一般都是琐事，就像鞋

里的沙子，不伤人但硌脚。跟身边党员
聊一聊，党支部和社区党委都能帮着解
决。”张文霞和丈夫尚阳分别作为治安
防范党支部和退役军人梦之队党支部
的书记体会颇深。

以党建带群建，以党心连民心。几
年来，在多福社区党委的指导下，社区
成立了 12 个基层党支部，畅通民情民
意，协助社区党委切实解决了有关人民
安居、社会安定的重点难点问题。

多福社区党委又将这种模式扩展
到社区以外，与驻街单位进行党组织共
建，吸纳更多资源参与社区管理。记者
蹲点调研时正赶上多福社区的党日活
动，驻街的国家电网沈阳供电公司沈河
客户分中心党员来到社区检查供电线
路，清理小广告。看到他们，熟络的居
民都热情打招呼。“小区过去没有路灯，
大伙晚上跳舞都得摸黑，他们帮助联
系，为小区免费安装了路灯，这可解决
了大问题。”社区居民告诉记者。

借助组织共建，客户分中心把服务
延伸到社区里。社区老年人多，腿脚不
方便，工作人员定期上门提供购电服
务。居民用电出现故障，党员服务队随
叫随到。

由基层党组织搭建的“民心网”，使
多福社区成为党建大院。如果有问题
出现，党员会随时出现在群众身边。

平安大院 居民成为社区
治理的参与者

4月4日的沈阳，风卷黄沙。

多福小区内行人不多，几位身穿
红马甲的小区巡逻队员在风沙中分外
显眼。

“这大风天还巡逻呀。”记者刚一开
口，风沙就扑进嘴里。“每周四上午是我
们这一组巡逻，现在风干物燥，越是风
大越得出来看看，防止火灾发生。”巡逻
队员宋秀琴紧了紧帽子和口罩。

看到“红马甲”走过，一位一楼的居
民出来招呼两名男队员，“兄弟，家里有
卧床的病人，帮忙给翻个身啊。”

巡逻队员魏学军急走两步进屋帮
忙，“巡逻队不仅负责治安防范，居民有
事招呼一声，队员们都会搭把手，每名
队员都是志愿者。”

巡逻队是小区居民在社区改造后
自发成立的，负责治安防范、摸排流动
人口、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志愿服务。

包括巡逻队员在内的所有社区居
民，对如今美好的社区生活都格外珍惜。

“小区到处都是居民搭的偏厦子和
小开荒地，垃圾成堆，苍蝇乱飞，打架斗
殴、丢东西是常有的事……”郭东辉是老
住户，对改造前的“脏乱差”印象深刻。

2009年3月，沈河区委、区政府投入
800余万元对多福社区进行全方位改造。

“虽然是政府掏钱，咱居民也得上
心，谁家装修不盯着点啊。”对改造充满
期待的社区居民主动和社区干部一起，
上工地、跟进度、盯质量，把意见建议随
时反馈给社区和施工单位，帮助社区干
部分担工作。

短短几个月的改造工程，让多福社
区的环境大变样，也让居民与社区关系
大改善，许多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

转变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昔日的“不
安大院”变成了平安大院。

“改造前，居民对社区意见不少。
参与改造，居民切身感受到了社区治理
的不易。改造后，居民自发成立巡逻
队、志愿者服务队等各类群众组织，配
合社区管理、开展居民自治、维护改造
成果。”多福社区的几任党委书记，都感
受到这种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社区和居
民瞄准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不断创新
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每千户设一
个网格，下面每300户为一个责任区，随
时将排查和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进行分
类处理，确保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
社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出区里。

幸福大院 社区每一天的
生活都承载着“福文化”

“咱小区，名中有福，也处处见福。”
多福社区“福文化”研究党支部书记郭
东辉给记者当起了导游。

进小区大门，迎面就是 21 米高的
“迎福墙”，“这可是沈阳市最大的‘福’
字”；右侧是由 2000 余户居民每家题写
一个“福”字组成的“千福榜”，福田广场
上的“祈福石”背面刻有居民耳熟能详
的《福颂》……

“眼里看的是福，脚下走的这条主
道叫福路，路灯下面挂着《祈福规》。”

多福社区在改造过程中，根据地域
特色和文化背景融入“福文化”内涵，建
造了“福文化”地标“多福八景”，并以八
景为主题发行了邮票。

除了福元素景观，多福社区还将独

特的“福文化”融入各项文化活动中，每
一天社区生活都承载着“福文化”。

春日的午后，记者循着音乐声来到
位于社区二楼的“睦邻舞台”，“心之梦”
舞蹈团的“演员”正在为月底的广场舞
比赛排练着。

“我们这热闹得很，春节送春联、元
宵办灯会、端午包粽子，还有邻里节、

‘幸福大集’，大伙就像一家人，可亲热
了。”居民丛龙江对“多福大院”的生活
特别依恋，前几年儿子买了新房劝他搬
去一起住，可他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幸
福大院。

一年当中，多福社区居民最盼的，
莫过于中秋“百家宴”。

每年的中秋节前夕，福路上都热闹
非凡：舞台上载歌载舞，舞台下百十张
桌子一溜排开，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彼
此品尝着邻里的拿手好菜。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社区
考察时还称赞这‘百家宴’呢，对社区能
用这种方式将大家聚到一起，给予了肯
定。”社区居民尹秀英兴奋地告诉记者。

7 年来，多福社区把“百家宴”办成
了“千家宴”，成为邻里互助、千家和谐
的嘉年华。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丰富多彩
的“福文化”活动成为促进邻里和谐最
好的“润滑剂”。社区里管事的人多
了，互帮互助的事多了，大伙儿仿佛是
一家人。

记者离开多福社区时，新一轮社
区改造仍在进行中，居民满怀期待，

“多福会越来越好，福多的日子还在后
头呢！”

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