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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1月 15日，记者在沙钢
集团东北特钢抚顺公司锻造厂看到，
一根火红的GH4169高温合金棒材正
被锻造成型。公司副总工程师秋立
鹏对记者说：“这批产品是国内一家
锻造厂订购的，属于高端产品，技术
含量高，价格也高，每吨销售价格在
30万元左右。”

“科技创新让企业始终走在行业
前列，市场上普通钢材一吨售价为
4000多元，而我们生产的高端特殊钢
产品几公斤就能卖上千元，这就是创
新的力量。”秋立鹏说，抚顺特钢以抓
高端品种、高端行业、高端客户为方
向，开发高、精、尖、奇、难、缺、特产
品。目前，抚顺特钢以“三高一特”为
代表的高端产品生产比重占企业总
产量的 20%，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
80%以上。

产品创新让这家有着 80 余年历
史的老企业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目
前公司承担着在研国家科研课题 40
余项，近几年获得国家专利 30余项，
平均每年研发生产新产品 150 个，共
有300余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公司
生产的飞机发动机转动件用GH4169
合金锻材，经钢铁研究总院等专业部
门评测，棒材边缘到心部的晶粒度指
标均细于 6级，性能和质量指标达到
国外同类产品的最高水平。在此助
力下，2019年，GH4169合金实现接单
大幅增量，并拉动 GH4169 系列合金
接 单 总 量 较 2018 年 增 幅 达 36% 。
FS423/FS428、FS433/FS438、FS443/
FS448 系列工模具品种，涵盖了目前
国际高端压铸模具市场所有的专用
材料。超高强度耐蚀 A-100 钢是国
内性能最佳的飞机起落架用钢。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抚顺特钢
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开发高档次、高

附加值产品，形成产、学、研、用战略
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档次，通过全员
创新，快速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为鼓励和调动科研技术人员的创新
积极性，抚顺特钢细分行业、细化品
种，积极推行项目经理制，每个月设
立的科研技术方面的攻关项目多达
130 余项，根据项目大小和周期特
点 ，按 月 和 季 度 进 行 综 合 评 价 奖
励。在抚顺特钢，科研人员的每一
次创新和进步，都会有相应的激励
制度做支撑，大家在收获着科技进
步成果的同时，更多体会到的是自
身价值。

为更好地占领市场，抚顺特钢
还在国内钢铁行业率先提出和应用

“精准技术营销”新模式，全力为下
游 用 户 、终 端 用 户 提 供 满 意 的 服
务。抚顺特钢推动全员、全岗位走
向市场，服务客户，与市场对接、捆
绑、融合，促进各部门形成合力，建
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
心，全员营销，自我对标”的全员营
销管理机制，保证市场需求和客户
要求能够及时得到反馈、响应，进而
提升抚顺特钢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
客户满意度。

在调整产品结构上，经过对现

有品种的分析梳理，抚顺特钢下狠
心砍掉了有规模但没有利润的常规
产品，大幅提高高温合金、超高强度
钢等盈利品种的比重，提高产品的
档次和附加值，不断拓展新市场。
目前，抚顺特钢已形成高温合金、超
高强度钢、高档工模具钢、特冶不锈
钢、汽车钢、减速机及铁路用钢、轴
承钢、钛合金等 8 种特殊钢系列产
品。其中超高强度钢产品，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 90%以上；高温合金产
品，国内航空航天市场占有率达 70%
以上。
王 凯 本报记者 周 明 崔振波

抚顺特钢300余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本报讯 记者周明 崔振波报
道 1月 16日一大早，清原满族自治
县清原镇猴石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张继生和老伴便在鸡棚里忙活起来。

“种鸡都是镇里给的，让我们发展笨鸡
养殖业。喂鸡用的是自家种的苞米和
白菜叶等绿色食品，养出的鸡品质好，
保证是纯笨鸡。”张继生说，仅养鸡一项
家里就增收 3000元。

2017年，清原镇实施了扶持贫困
户笨鸡养殖项目，投入十余万元，购
买了上万只“扶贫鸡雏”分给了9个村
的320多户贫困户。笨鸡养殖让贫困
户又多了一条来钱道。

2019年，抚顺市把脱贫攻坚作为
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最大的民生工程，
积极探索扶贫开发新思路、新机制，
拿出了一系列过硬举措，打出了一整

套脱贫攻坚的组合拳。全年又减少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777人，累计
减少贫困人口 39725 人，占脱贫攻坚
总任务的99.53%。

为确保脱贫攻坚见实效，抚顺市
坚持因人因户施策。在产业扶贫方
面，打造产业扶贫基地 489 个，带动
有劳动能力和弱劳动能力贫困人口
26266 人。在就业扶贫方面，通过公
益性岗位安置等措施帮助478名贫困
劳动力实现就业。通过“五个一批”
安置措施，实现了有就业和创业意愿
的 89 名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全部就
业创业。在健康扶贫方面，投入资金
2360万元，累计大病救治 2210人，重
病兜底4186人，免费投药2061人，商
业医疗补充保险理赔 5306 人。在教
育扶贫方面，发放资助资金199万元，

免除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教
辅材料费等自愿性收费64万元，建档
立卡的1427名贫困家庭学生全部得到
教育资助。在危房改造方面，全市投
入资金 3943 万元，改造贫困户危房
1033户，超省下达任务的21.4%。在饮
水解困方面，投入饮水解困资金9423
万元，解决了340个村屯1833名贫困
人口季节性饮水困难问题。在兜底
保障方面，全市三县和城区农村低保
标准分别提高到 4320 元/年和 4668
元/年，持续高于脱贫标准。健全低
保对象认定方法，主动降低贫困户纳
入门槛，又有 298 名贫困人口纳入低
保扶持范围。在环境治理方面，开展
了贫困户人居环境“五整洁一规范”
活动，有效解决了贫困户家里进不去
屋、下不去脚、喘不上气的问题。在

金融扶贫方面，为带贫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投放“惠农贷”贷款 652万元，
为贫困户投放脱贫攻坚信用贷款
431.9万元，扶持贫困户1050户。

为保障扶贫政策落地落实，抚顺
市专门制定了《抚顺市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的实
施意见》，超前谋划脱贫攻坚成果的
巩固提升工作。34 名市级领导以上
率下，扎实开展“三个一”联乡帮户活
动，市县乡村四级干部走访贫困乡镇
44 个、贫困村 112 个、贫困户 19747
户。1002 名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到
各乡村开展帮扶，引进致富项目 585
个，争取和投入致富项目资金 1.1 亿
元。全市“百企联百村”参与企业总数
达到 108 家，民营企业家累计投入资
金1.15亿元，帮扶贫困人口5957人。

因人因户施策 输血造血同频

去年抚顺4777名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讯 “太快了！”家住抚顺
市顺城区的庄某看到中国移动微法
院跨域立案平台上显示出的“确认
提交”四个字时喜出望外。

这一幕发生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庄某走进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的导
诉人员将他带到了跨域立案的窗
口，拍照审核后的当事人身份证明
及相关证据材料，通过中国移动微
法院跨域立案平台传送至顺城区法
院。5 分钟后，顺城区法院审核材
料后予以确认，庄某起诉的案件进
入立案程序。从递交材料到完成跨
域立案，全程仅用10分钟。

2019 年，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坚持服务群众诉讼、服务法官办案，
从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突出应用、
注重实效入手，强力推进法院信息
化建设，将互联网技术与法院工作
进行深度融合，全面打造智慧法
院。截至目前，全市法院新建诉讼
服务中心 1个，改扩建 7个，全面实
现了网上立案、手机终端立案、现场

“一站式”立案的跨域立案新模式。

在法院智能云平台上，当事人随
时可将提交的诉讼材料放入云柜，法
官第一时间通过掌上云收取，既方便
群众诉讼，又保证材料收转全程留
痕、安全可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还全面推广智能语音转换，庭审发言
即时转换成文字，庭审笔录自动生
成，使平均开庭时间减少近20%。启
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自动
抓取信息，实现案件数据自动回填、
司法文书一键生成，综合办案效率提
升30%以上。建立综合性诉讼服务
中心，借助互联网技术、二维码技术、
扫描和回填技术等功能，实现网上立
案、预约立案、自助立案、材料收转、
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等“一站式”服务，
让人民群众办理诉讼服务事项“少跑
腿”“不跑腿”。

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上线运
行了网上跨域立案功能，通过中国移
动微法院跨域立案平台可实现跨区
域立案。目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通过该项功能跨域立案27件，其
中省外跨域立案4件。

翁毓婉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智慧法院让百姓诉讼更便捷

1 月 15 日，抚顺市东洲区第三
届冰雪趣味运动会在兰山乡紫花岭
拉开序幕。

来自东洲区机关、乡镇、街道、
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代表300多
人，分别参与了雪地拔河、雪地足球
等趣味比赛。与此同时，东洲区学
生冬令营活动也在此拉开帷幕，孩

子们在冬日里享受着滑雪、冰雪滑
梯等带来的快乐。春节期间，东洲
区还将举办第四届年货大集、东洲
区庆新春秧歌大赛、“三下乡”等品
牌活动，送给广大群众一个健康、快
乐的幸福年。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文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冰雪趣味运动会开幕

近日，在抚顺北站候车大厅，共
青团抚顺市委等部门正式启动为期
40天的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
行动”。当日，来自铁路、公安、机
关、高校的4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这
里激扬宣誓，拉开此次“暖冬行动”
的序幕。

抚顺市此次“暖冬行动”将分别
在抚顺北站、大官屯站、瓢屯站、抚

顺市客运中心、清原客运站、新宾客
运站、沈抚城际客运中心 7 个交通
枢纽站建立春运志愿服务阵地，组
织百余名青年志愿者根据站点的人
员流动情况及实际需求开展引导咨
询、秩序维护、重点人群帮扶、便民
利民、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文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春运“暖冬行动”启动

1月13日，记者在抚顺市东洲区新屯街道莫地棚改新区看到，楼房外墙经保温处理后被粉刷一新素雅别致，
统一更换的防盗门规整严密，一排排崭新的健身器械多样齐全，小区硬化路面宽敞平坦。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雅君告诉记者，作为抚顺最早建成的棚改小区，莫地社区楼房的房龄超过了10年，房屋
和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集中显现，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此次改造涉及排水、照明、水电等方面，改造后，

小区将焕然一新。
2018年10月，抚顺市启动早期棚改小区维修改造工程。截至2019年末，总投资6.2亿元的24个早期棚改小区改造

工程已全部完成。工程惠及9.29万户棚改居民，近30万人受益。
一份由抚顺市人大常委会连续三年持续督办的议案，在市、区政府的合力攻坚、不懈努力下，终于在2019年底基本办结。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1月
16日，在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加
工分厂内机器声阵阵轰鸣，流水线
上，一根根黑亮的电极已加工成
型。加工分厂厂长田现辉说，近年
企业生产产品不断升级，超高功率
电极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抚顺炭素始建于 1958 年 7 月，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炭素产品专业生产企业。科技创新
和准确的市场定位为企业带来了良
好的效益，仅去年一年就获得 8 项

专利和6项软件著作权。由于产品
质量好、科技含量高，产品迅速获得
市场认可，各型号石墨电极产品不
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德国、巴
西等30多个国家。

如今，抚顺有越来越多像抚顺
炭素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自主
创新，成长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
心技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目前，
全市已涌现出 132 家高新技术企
业，转化科技成果 70 项，技术合同
成交额5.4亿元。

百家高新企业产品不愁卖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1月
13 日，“文明抚顺·爱暖新春”志愿
服务活动走进抚顺县峡河乡峡河
村，来自春风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峡
河乡化茧成蝶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为峡河村的村民带去了丰富多彩的
志愿服务“大集”。

新春佳节临近，为了营造温
暖、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抚顺市
文明办决定于 2020 年春节期间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文明抚顺·爱暖

新春”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发挥
学雷锋志愿者的作用，让爱凝聚力
量，用爱培育希望。本次活动时间
为 1月至 2月，活动期间，全市将围
绕“文明抚顺·爱暖新春”主题，相
继开展新春走访慰问道德模范等
先进典型活动、文艺下基层送健康
下乡活动、移风易俗倡树时代新风
活动、圆梦新春阳光助学活动以及
助力春运让爱回家活动等十余项
活动。

志愿服务“大集”进乡村

图说 TUSHUO

抚顺市政府按照市人大常委会
交办议案的要求，研究制定了《议案
办理工作方案》，强化了组织领导，
加 强 了 对 办 理 工 作 的 统 筹 和 指
导。三年来，抚顺市政府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做到随时深入现场检
查了解情况，组织召开27次专题会
议督促调度工程进展情况；市政府
常务会议先后7次研究议案办理的
相关问题。

市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多方筹措资金 6.2 亿元，对全市 24
个早期棚改小区实施维修改造。
截至2019年12月5日，完成了更换
和处理污水管线 10.63 万米，新建
污水井 2913 个，更换井盖 2793 个，
改造自来水管网 6.26 万米，改造供
热管网 45.65 万米，新建和改造燃
气 管 线 31.76 万 米 ，更 换 单 元 门
5223 樘，粉刷楼梯间内墙 188.5 万
平方米，铺设沥青街巷路面 99.86
万平方米，铺设步道砖 88.9 万平方

米，新设停车位 9268 个，安装小区
内路灯 2250 盏，维修房屋总面积
463万平方米。

完成上述任务，抚顺市政府走
过了一段科学求实渐进的路程，特
别是 2019 年议案办结最后冲刺阶
段，抚顺市政府决策果敢、雷厉风行
带了个好头，提出大干 90 天，调集
500 名业务骨干，市住建局作为实
施议案主体责任单位，自加压力，带
头立下军令状，吹响了打赢棚改民
生工程战役的集结号。广大党员干
部做到了90天无休息日，90天昼夜
兼程；聘请的百名群众监督员，自觉
巡查在各建设工地监督工程质量。

经过 3 个月的紧张施工，抚顺
市 24 个早期棚改小区铺上崭新美
观的方砖，车辆实现了按位停放，并
建起了绿地与健身广场。如今，24
个早期棚改小区设施健全、功能完
善、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变得更加
幸福宜居。

担当作为求索奉献

三年持续督办，24个早期棚改小区全部完成改造——

这项民生议案惠及了30万抚顺居民
徐丹华 本报记者 周 明 崔振波

抚顺市从2005年开始分段推进棚
改安居工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截至2018年底，全市共投入173.8亿元，
改造棚户区 15.83 万户，受益人口 50
万。经过十多年的使用，早期棚改项目
陆续到了维修和更新改造周期节点。

2017年，在抚顺市十五届人大七次
会议上，东洲区代表团王森等16位代表
提出的《关于建立长效机制 进一步加强
棚改小区物业管理持续惠民的议案》，经
过大会主席团的审议，确定为大会议案，
交由抚顺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办理。

新一届抚顺市人大常委会接力监
督这一民生议案，做到不负人民、不辱
使命。为了了解民情、民意，党组成员
率先带头深入县区、企业、社区走访调
研，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调研工作机
制，把解决棚改议案作为一道必经的
流程，凸显人大监督“刚性本色”。抚
顺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市政府年
度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及决定落实情
况纳入工作重点；常委会主任会议将

听取审议议案涉及的供水等专项工程
报告形成常态，适时调度跟踪督办；市
人大常委会保持与县区形成多路径、
多渠道的联动，按工程进度组织提出
议案的代表深入实地现场考察、座谈
讨论，就如何破解市政府筹措资金、建
立长效机制、确保工程质量及做好资
金监管等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

“民生利益大于天。”抚顺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乐韬说，“政
府要结合抚顺实情，研究办法把好事
办好、办出成效，让棚改居民受益！”

三年来，抚顺市人大常委会面对这
份选题准、立意高、有分量、有难度的高
质量议案，坚持做到年度监督列入计划、
听取审议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求实效、

“三查（察）”活动安排重深入、跟踪工程
建设随查暗访有反馈。充分发挥了市人
大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推动”作
用，依法履职、问责问效的“监督”作
用，改革发展同频同行的“支持”作用，
为民代言、建言献策的“智囊”作用。

持续跟踪督办议案

抚顺特钢三炼钢新电渣炉厂的国内首台15吨压力电渣炉正在冶炼高温合金产品。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