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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闰四月初九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5月
30日，省委召开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
神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对标
两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分
解任务、落实责任，全面系统抓好贯
彻落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陈求发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
主席夏德仁传达全国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落实意见。

陈求发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
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自觉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确保

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

陈求发要求，全省上下要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全年目
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到
两手抓两手硬。要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工作，严格执行各项工作规则等
制度规范，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抢抓中央政策机遇，
主动作为、精准对接，做到政策落实、
资金到位、项目落地，取得实实在在

工作成果，努力与全国经济发展基本
保持同步。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完
善“并联”审批机制，建立服务企业闭
环体系，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要加快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
大对“两新一重”领域投资力度，构
建畅通的供需循环体系。要大力发
展战略新兴产业，重塑产业链、再造
供应链、培育创新链，增强发展新动
能。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
全力以赴保障基本民生，确保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要着力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切实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到
实处。

陈求发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发
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加强组

织领导，紧密结合实际，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上来，建立全
链条闭环贯彻落实机制，狠抓“六稳”

“六保”等工作调度，强化督查考核，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两会精神在
辽宁落地见效。

省委副书记周波作有关传达。
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向群，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杨忠林，省法院院长张学
群，省检察院检察长李成林提出有
关贯彻落实意见。相关省领导出席
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
市、县（市、区）设分会场，省市县乡四
级贯通传达，直插基层。

省委召开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系统准确
贯彻两会精神确保两会精神在辽宁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陈求发主持并讲话 夏德仁作有关传达

万亩稻田一鉴开，天光云
影入画来。5月29日，记者在沈
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镇
看到，半月前插下的水稻秧苗
长势喜人。从 200 米高空俯瞰
该镇几个村庄的万亩水田，只
见平波如镜，田园屋舍静卧其
间 ，在 夕 阳 的 映 衬 下 美 若 画
卷。据了解，我省水田插秧工
作自“五一”长假后陆续展开，
预计在本月底结束。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万亩稻田
一鉴开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日前，
辽宁成大生物科创板首发申请已获
上交所受理，另有多家科技企业正在
积极准备申报。上交所科创板设立
至今，我省已有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两家科技企业成功登陆。辽
企科创板上市接连取得突破，得益于
我省积极推动科技企业走进资本市
场、精准对接科创板的系列举措。

按科技部相关部署，我省对高新
技术企业加大激励引导力度，加强对
接服务与培训指导，畅通上市融资渠

道。目前，全省已有29家高新技术企
业上市，占全省上市企业近四成。

加大科技企业培育力度。组织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瞪羚独角兽企业”三级梯度培育
工程，为我省培育出更多登陆科创板
企业奠定坚实基础。不断优化创新服
务方式，主动深入发掘，积极培育具有
发展潜力的优质科技企业走进资本
市场。目前，我省上市辅导备案企业
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达九成。

加强科技企业培训辅导，服务科
技企业对接资本市场。近日，省科技

厅依托辽宁股权交易中心邀请上海
证券交易所专家举办“科技企业上交
所科创板政策解读云上培训”，超3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参加在线培训。支
持辽宁股权交易中心建设辽宁科技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已经开设的

“科技板”增设层级，精准培育并对接
上交所“科创板”。

统筹科技资源，支持上市科技企
业创新发展。去年，省科技厅支持
16 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省级研
发机构，通过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
支 持 10 家 上 市 企 业 ，资 金 总 额 达

4449 万元。同时，加强对上市后备
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力度，2019 年，
支持 7 家进入上市辅导备案阶段高
新技术企业建立省级研发机构，通过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东软医疗等3
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备案，资金总额
870万元。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持续加大科
技企业培育力度，不断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对培育库中的科技企业实行“动态跟
踪、倾力培育、精准服务”，培育更多

“硬科技”企业登陆科创板。

辽宁科技企业加速登陆资本市场
上市辅导备案企业九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5月
30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
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公
布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者
表彰决定，我省 10 名科技工作者
获表彰。

据了解，本届创新争先奖重在
表彰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础
研究和前沿探索、重大装备和工程
攻关、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社会
服务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
和个人。我省 10 名获奖者为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刘浩、大
连理工大学孙长凯、沈阳农业大学
李天来、东北大学姜周华、中国航

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
公司洪家光、大连理工大学郭旭、
大连理工大学彭孝军、辽宁大学潘
一山等。

省科协号召全省广大科技工作
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工
作者代表回信精神，以获奖者为榜
样，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伟业，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
信，紧扣经济发展和民生急需，着力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勇于攀登科技高峰，为辽宁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辽宁10名科技工作者
获全国创新争先奖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省市
场监管局日前发布消息，今年以来，
全省已有超过 5000 户个体工商户
成功转企，省政府确定的 1 万户培
育目标完成过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省个
体工商户面临许多实际困难，省市
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出台若
干意见，制定 13 条帮扶政策措施，
为推进“个转企”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经过对 14 个市和沈抚改革创
新示范区近155万户个体工商户调
查，目前全省个体工商户总体复工
复产率已突破90%。

不仅要让个体工商户活下去，
更要活得好。省市场监管局积极支
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把
握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精准定位培
育对象，提升“个转企”质量。发挥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大数据优势，
指导各市统筹“一县一业”“一园一

区”“一镇一品”发展格局，结合工业
产业园区、农产品深加工集聚区、服
务业集聚区、产业特色小镇、特色旅
游、创业基地等情况，确定30536户
个体工商户纳入全省“个转企”培育
库管理。

为激发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内生动力，省市场监管局梳理编制
扶持政策事项清单，建立扶持政策
落实情况定期统计通报制度，构建
畅 通 政 府 部 门 转 企 信 息 共 享 机
制。依托辽宁小微企业名录系统，
向社会统一公示“个转企”扶持政
策、申请扶持导航，提升扶持政策
的社会知晓度、对接度、透明度。
同时，完善绿色通道制度、定点培
育联系制度、跟踪回访制度，营造
良好政务服务环境。通过组织“个
转企”专题融资对接会、开展“送贷
助转型”主题活动，推动破解融资
难问题。

今年以来全省完成
“个转企”超5000户
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率突破90%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为
保证疫情期间我省春耕备耕农时不
误，今年一季度，辽宁省农业信贷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发挥政策性担
保机构作用，新增担保金额 9.9 亿
元，资金额度、项目数量分别为去年
同期的4倍、9倍。

为切实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负担，一季度，农担公司研究出台了
融资担保费优惠政策。对贷款金额
10万元至30万元项目免收担保费，
对 30 万元以上项目降低担保费收
取标准，对列入国家及省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中的农业企业，
在原担保费标准基础上再减半收取
担保费，累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节约担保费360万元。农担公司还
利用信息化手段，充分创新业务模
式，开启线上办理业务，开通审查审
批绿色通道，提高业务办结效率。

聚焦重点民生保障项目，围绕

春耕备耕和农产品生产融资需求，
一季度以来，农担公司精准聚焦，有
针对性地开展客户帮扶。在展期和
续贷期间，研究减免发展前景较好
但受疫情影响暂无还款能力客户的
担保费。同时，协调合作银行调整
还款计划、办理展期和续贷等业务，
目前已支持此类业务11笔，涉及金
额661.74万元。

农担公司还把开展涉农创业担
保贷款，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快速做大业务规模的重要突破
口。加大与地方政府、合作银行的
对接力度，强化政策宣传，降低反担
保门槛，全方位参与全省涉农创业
担保贷款业务，努力实现应担尽
担。聚焦服务全省新增 10 万亩设
施农业任务，在朝阳等地区探索支
持设施农业与涉农创业担保贷款相
结合业务发展模式。一季度，公司
涉农创业贷款担保金额3.88亿元。

多举措支持经营主体，新增农业担保金额9.9亿元

“金融活水”保春耕促生产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5月
30日，记者从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办公室获悉，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下，我省将依托卫生城镇创建、健康
城市健康村镇健康细胞建设，重点从
四个方面打造健康环境，倡导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全力助推健康辽宁建
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以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和薄弱环
节为重点，抓好环境整治，推动卫生
城镇创建工作。围绕老旧小区、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等重点部位，学校、农
贸市场、商超、药店和餐饮服务业等
重点场所，托老（幼）机构、监狱、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等特殊场所，城镇、景
区的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站点、公厕
等薄弱环节，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健全完善长
效管理机制，全力打造整洁舒适的生
产生活环境。

以降低病媒生物密度为重点，开
展培训、监测和消杀，全面规范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围绕即将到来的“世
界害虫日”，进行主题宣传，开展以防
鼠灭鼠为主的鼠传疾病流行性出血热
防控活动，组织病媒生物控制相关国
家标准宣贯培训，加强病媒生物生态
监测和抗药性监测能力建设，切实掌

握病媒生物密度和季节性消长规律，
及时对媒介传染病进行预测预警。开
展以环境整治为主，化学防制为辅的
消除蚊虫孳生地的乙脑和疟疾防控活
动。重点围绕农贸市场、居民小区、商
场（超市）、宾馆饭店、学校、医院等10
类重点场所开展病媒生物密度控制、
防蚊蝇防鼠改建等专项工作。

以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健康细胞
建设为重点，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全
力开展健康促进工作。全面启动健
康城镇健康细胞建设，加大健康科普
宣传力度，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将健
康知识普及纳入各部门、各单位和社

区日常工作中。引导群众合理膳食、
科学锻炼，推动全民养成健康生活习
惯和科学合理的健康生活方式，构筑
抗击疫病的健康防线。

以宣传爱国卫生运动为重点，多
角度开展主题宣传，全力构建新时代
爱国卫生工作格局。重点围绕各类主
题日、专项行动，加强部门协作和横向
联合，组织各地各部门多层次、多渠
道、多角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引
导广大群众提高对爱国卫生运动现实
意义的认识，提高全社会参与意识，真
正形成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互
动的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格局。

我省围绕四大重点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社区
疫情防控应该怎样做？5 月 30 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围绕
城乡社区疫情常态化防控，制定了
相应措施。

措施明确，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下居民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出
门戴好口罩，在家勤洗手、勤通风，
避免参加不必要的集聚活动，到公
共场所主动出示“辽事通健康通行
码”。社区（村）要加强疫情常态化
防控知识宣传，在落实必要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不断优化社区服务，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驻社区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组织要主动
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服从驻地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安排，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相关部门公布疫情重点地区

后，居民要主动向社区（村）、单位报
告来自或去过重点地区情况，不要
主动前往重点地区，避免与重点地
区来返辽人员接触。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要及时向社区（村）、单位报
告，主动接受核酸检测。社区（村）要
组织志愿者、公安民警、物业人员等
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做好本区域内疫
情防控工作。要配合属地政府做好
重点地区来返辽人员及其密切接触
者排查、转运和集中隔离等工作。加
强对居家隔离人员关心关爱，及时做
好生活照顾、心理疏导等工作。驻
社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组
织要全力支持社区防控工作，力所
能及提供人财物等方面帮助。

我省明确城乡社区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

强化网格化管理
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述评

详见二版▶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日前，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致信国家主席
习近平，支持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
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武契奇说，塞尔维亚作为独立
自主的国家，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
政的行为。塞中两国在国际舞台上
都致力于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基本原
则。塞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主权、

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支持中方在
香港问题上作出英明果断决定，谴
责所有企图破坏中国统一的行径。
祝愿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和
中国人民继续迈向繁荣昌盛。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致信习近平

坚定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