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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为加
快中心镇建设步伐、提升建设质量，沈
阳市将着力推动服务力量向中心镇下
沉。记者7月6日获悉，沈阳市计划向
中心镇充实100名干部人才，同时，健
全城市和县城教师、医护人员向中心
镇交流制度，选派15名优秀医护人员
及30名名优校长、教师送医送教。

沈阳市日前出台《关于加快中心
镇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把中
心镇建设作为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到 2022年，
全市中心镇数量达到 6个。为此，沈
阳市在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
县分区域推进中心镇建设，涉及茨榆

坨街道、杨士岗镇、胡台镇、兴隆堡
镇、前当堡镇、十间房镇、依牛堡镇、
张强镇、小城子镇、郝官屯镇等；浑南
区、于洪区等涉农地区以重要功能节
点为核心建设小城市。

防止搞不切实际的“高大上”，沈
阳市强化中心镇发展和空间规划的
完善，同步推进特色主导产业培育、

“飞地经济”发展、镇村产业协同发
展、公共服务设施完善、镇村生态宜
居环境建设等重点工作，并明确对应
的支持政策和服务举措。

着眼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沈阳市
鼓励区（市）县级医院在中心镇建设分
院，每个中心镇卫生院至少配备1名全

科医生；支持中心镇将域内义务教育
学校纳入市新优质均衡（示范）学校建
设，每个中心镇至少办好1所四星级公
办幼儿园；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
两级基础文化设施建设。

着力增强辐射服务功能，在产业
发展、城市管理、项目投资、社会事业
等方面赋予中心镇更多的区（市）县
级管理权限，推进市级部门力量下
沉，向中心镇下派“科技特派团”，提
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支持市创新与
转化中心、产业转型中心、农业服务
中心、信息中心等单位到中心镇设立
服务点站，开展多种方式的区域服
务，鼓励技术人员到中心镇创业发

展；协调商业银行的区（市）县支行或
农商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为中心
镇配备高级别的“金融专员”。

沈阳市将通过配齐机构编制人
员、选派干部等方式，为中心镇充实
100 名干部人才。从本地区适当选
派优秀年轻干部，特别是熟悉发展改
革、规划、建设、交通、生态环境、招商
引资、项目服务等领域的优秀年轻干
部到中心镇挂职锻炼，对于表现突
出、成绩显著、群众公认的干部，将积
极培养、大胆使用。选派 15 名优秀
医护人员到中心镇进行卫生支农服
务。选派 30 名名优校长、教师到中
心镇进行送教帮扶。

充实百名干部人才 选派医生教师送医送教

沈阳推动服务力量向中心镇下沉 本报讯 6月 29日，我国又一座
千万千瓦级巨型水电工程——金沙
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
发电。在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过
程中，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是承制铸
钢件数量最多的供应商，为国家“西
电东送”重大工程贡献了大连力量。

乌东德水电工程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开工建设并投产的首个千
万千瓦级世界级巨型水电工程，装机
规模为中国第四、世界第七。电站共
安装 12台单机容量为 85万千瓦的水
轮发电机组，是世界目前已投产的最
大水轮发电机组，整体转轮每套重量
达 400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承担
了 12台机组中 7台机组的上冠、下环
及 3套叶片产品。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承制的上冠、
下环和叶片每套总重 350吨，属于超
大型水电不锈钢铸件。铸件的造型、
冶炼、浇注、打箱、热处理等铸造加工
难度都超出常规铸件。大连重工·起
重集团凭借多年的经验与不断的创新
探索，全方位提升产品质量。到2019
年8月，7套上冠、下环和3套叶片全部
完成发运，产品实现零缺陷。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已先后向三
峡电站和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
滩、溪洛渡和向家坝 4座梯级电站提
供了 19 套上冠、下环和 5 套叶片产
品。其中，2007年为三峡电站研制成
功的上冠、下环产品，率先实现了我
国超大型水电不锈钢铸件的国产化。

李传奇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重工铸钢件
助力国家“西电东送”工程

7 月 6 日，在大连辽港集团大窑湾港区集装箱码
头，记者看到，大大小小的彩色集装箱摆满整个港区，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整合后的辽港集团引入“小总部、大产业”
的管理运营模式，通过实施统一资源、统一市场、治理

亏损企业等举措，集团货物吞吐量显著增加。今年一
季度，辽港集团煤炭、铁矿石、冷藏集装箱、油化品等货
种的吞吐量实现强势增长。其中，煤炭吞吐量同比增
幅超过 30%，外贸进口冷藏箱量同比增幅超 600%，各
港区的作业纪录不断被刷新。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辽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强势增长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7 月 3
日，我省首台“天玥”国产计算机在沈
阳辽声无线电厂成功下线，标志着年
产 10 万台/套产品的生产线正式落
成，该项目预计年产值达 5 亿元，将
为我省信息技术产业注入新的发展
动力。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七
〇六所研发的计算机“天玥”是我国第
一台芯片和操作系统全部自研的纯国
产计算机。2019年8月，航天七〇六所
与沈阳辽声无线电厂就共同生产“天
玥”国产计算机达成合作意向。

我省首台“天玥”国产
计算机成功下线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近
日，铁岭市银州区总工会为区内20所
小学的 101 名学生发放了“爱心礼
包”。这101名学生中有100名是困难
职工子女，还有 1 名是抗疫一线医护
人员子女。此次发放的“爱心礼包”包
括书包和各类文具。

铁岭百名困难职工
子女领到“爱心礼包”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朝阳
市将企业开办全流程涉及的 5 个环
节按“一件事”标准整合到一起，实现
了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刻制、发票申
领、银行开户、社保登记全流程 5 个
环节一日办结。

朝阳市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努力打造准入更畅通、开放更有序、
竞争更充分、秩序更规范的市场环
境。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将企
业开办全流程涉及的 5 个环节整合
到一起，实现全流程压缩到一个工作
日内（8小时）办结。

提高企业登记速度，对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企业登记
申请当场受理，自受理时起半个工
作日（4小时）内完成审批办结；提升
印章刻制服务水平，严格限定 2 小
时内交付印章；新办纳税人发票申
领实行“套餐式”服务，对符合条件
的纳税人，自受理时起半个工作日

（4小时）内完成一般纳税人登记、最
高开票限额认定、税种核定、票种确
认、发票发放；全面落实企业银行账
户开户许可改备案制度，实现企业
账户开立之日起可收付；社保登记
纳入“多证合一”，办理营业执照时
一并进行数据采集。

朝阳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结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打卡
54处文化地标，集赞赢大奖；到最具
烟火气的夜市赏美景、品美食；具备
时尚、国际、现代元素的全新文化中
街即将崭新归来……7 月 3 日，沈阳
市沈河区正式启动沈河“文化+最沈
河”系列活动。

用文化软实力提升经济社会发
展的硬实力，沈河区以“大文化”发
展理念为核心，不断在领域创新、业

态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模式
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激发发展新
动能。

此次“文化+最沈河”系列活动
贯穿全年，重点围绕盛京皇城 5A 级
景区创建、中街高品质步行街提升改
造，打造“四带两圈”沈河夜经济品
牌，策划推出“最激情·老市府”“最烟
火·夜沈河”等“十最”品牌活动，丰富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沈阳市沈河区
“十最”品牌活动启动

充分发挥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

建平县实施“五大行动”建设生态宜居幸福家园
核心
提示

年初以来，建平县实施“五大行动”，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服务和保障功
能，着力把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
坚强战斗堡垒，把乡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幸福家园。

“强产业”行动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
务。建平县始终把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持续推行“党支部+10 种经济实体+
村集体和贫困户”模式，要求全县260
个行政村，从“工业实体”“农业实
体”“服务创收”等10种发展模式中，
因村制宜选择两种以上发展模式，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截
至2019年末，全县260个村共建经济
实体383个，实现集体经济收入4254
万元，其中，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226
个，达到 87%；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村
74个，达到28%。

在领导推动上，成立了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42名县级领导干部经常深
入联系点调研指导，牵头为各村引进
项目、协调资金、解决各类问题。在部
门联动上，为了解决以前单靠组织部
门抓这项工作力度不足的问题，责成8
个部门具体负责10种模式的推进工
作。在政策驱动上，今年以来已争取
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建设奖
补资金1260万元，市县配套资金140
万元，整合各类涉农专项资金6303万
元，乡村自筹村级集体建设资金 456
万元。在绩效考评上，实行“双考核、
三推进、四挂钩”。“双考核”即对乡镇
场街和10种模式的负责部门分别进
行考核排名。“三推进”即季度进行督
查通报、半年进行拉练推进、年终进行
考评奖惩。“四挂钩”即与年度考核、干
部选任、创先争优、岗位报酬挂钩。在
典型带动上，培育了榆树林子镇下窑
沟村设施农业扶贫产业园等一批先进
典型，在全县形成了学习先进、赶超先
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聚人才”行动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
在。建平县着眼于破解当前农村人才
总量不足且外流严重的难题，强化乡村
振兴人才支撑，打造了一支强大的乡村
振兴人才队伍。一方面，创新本土人才
培育机制，激发“存量”人才潜能。重点
实施了“专家进园区进企业”工程，年初
以来组织实施专家对接项目76个，对

接本土专家及团队成员395人。实施
了“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工程，建立了双
创基地和电子科技双创服务平台，建立
10人以上创业导师团队两个，培养培
训创新创业者264人，基地在孵项目60
个，成功“孵化”出企业10家；实施了

“实用人才培训”工程，近年来培训技能
和实用人才2000余人；实施了“优秀人
才培养选拔”工程，支持行业优秀人才、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赴外进
行培养交流，开展“优秀专家”“优秀技
能人才”评选活动；实施了“人才助力乡
村振兴”工程，近年来建立高端试验示
范基地1个、农业创业园24个，分别培
育、培训农村实用人才544人、1800余
人；为260个行政村每村配备1名农业
技术员。另一方面，创新乡村人才引进
机制，发挥“增量”人才作用。

重点实施了“双招双引”工程，积
极对接域外企业项目和优秀人才，年
初以来已柔性引进人才105人，转化
科技成果13项；实施了“大学进园区
进企业”工程，近年来组织企业与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省级以上研
发服务机构两个，柔性引进高层次人
才126人，转化科技成果36项；实施了

“企业家返乡创业”工程，近年来引进
注册企业20家；实施了“培养引进优

秀企业家”工程，近年来组织74名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到科研院所和域外龙
头企业考察培训，引进高层次人才30
人，培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149人；实
施了“高校毕业生‘凤来雁归’”工程，
近年来共吸引810名高校毕业生到建
平就业创业。

“兴文化”行动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
程。建平县把培育文明乡风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头戏”来抓，不但让党员干
部在村庄整治、街道硬化等“面子”上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更在提高村民素
质、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等“里子”上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一是让党员干部成
为文化振兴的积极传播者。加快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文体活动广场、党群服
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建立以
红色文化、好人文化、乡土文化为主的
党建宣传墙、政策明白墙、文化娱乐
墙，展示党建文化、政策法规、家规家
训、文明新风等内容。定期组织党员
干部群众开展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农
民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讲文明
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让新时代文
明真正融入农村生活，进驻百姓心

里。二是让党员干部成为文化振兴的
模范践行者。开展党建网格化管理，
每月开展联户学习交流等，收集村情
民意、传递党的声音，帮助群众树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宽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的有效路径；大力宣传有关移
风易俗的法规政策，引导广大群众自
觉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刹住了
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的不正之风。三是
让党员干部成为文化振兴的示范引领
者。引导党员积极参与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比如，有的乡
镇评选表彰“身边好人”，党员占据很
大比例，切实提高了居民道德觉悟和
道德素质；有的乡镇成立了以党员为
主体的乡贤理事会，协助推进村里的
重点工作，示范引领群众移风易俗，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的乡镇为村民悬
挂共产党员户、幸福家庭户门匾并公
示家风家训及承诺，营造了“文明乡
村、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优环境”行动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
义。建平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环境整
治新方式，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
群众参与的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在农村环境整治中的引
擎作用，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今
年以来，全县已拆除违章建筑6534处
15.83万平方米，清理“三堆五边”21.46
万立方米、63.31万立方米，硬化道路
26.03万平方米，栽植乔木34.90万棵、
灌木 595.57 万株，安装路灯 1554 基
杆，安装界石228块，设置垃圾分类桶
1.35万处。

一是以村党组织为核心，强化组
织推动作用。认真落实村党组织书记
的主体责任，组织召开环境整治动员
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有关美丽
乡村建设的会议精神，凝聚环境卫生
大整治的思想和行动共识。明确村支
部职责分工，不定期对本村村庄环境
卫生开展巡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二是以党员干部为引领，强化先锋模
范作用。组织开展了以“我是党员我
行动”为主题的主题党日活动，到田
间地头收集农药瓶、塑料薄膜等农用
废弃物，清理村庄中的垃圾死角；要
求党员在做好自家、分包区域内的清
理工作的基础上，划片管理、及时检
查、杜绝污染，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帮助农户做好环境卫生工作。三
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强化党群互动
作用。各村党组织通过进一步实施

党员承诺制、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
岗等工作措施，积极引导全民参与、
全民行动，提高村民对环保的重视程
度，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及时劝
导群众清洁卫生方面的不良行为，全
面改善辖区的卫生环境，村容村貌得
到了极大改善。

“筑堡垒”行动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坚强保
障。建平县不断健全完善基本组织、
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
保障，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以
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助推乡村全面
振兴。一是在基本组织建设上，积极
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规定程序担
任村委会主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
要负责人的工作，推进村党组织班子
成员、党员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集
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工作。6月末，
全县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
肩挑”达到80%以上。二是在基本队
伍建设上，建立健全村党组织书记动
态调整机制，今年以来已经调整村党
组织书记9人；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
设，全县目前已经建立1300人左右的
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深入开展“双
向培养”工程，确保每个行政村每年
至少发展1名致富能手党员，培养两
名致富能手党员，致富能手党员达到
50%。三是在基本活动建设上，推行
了包片联户、设岗定责、承诺践诺、志
愿服务等制度，积极组织有能力的党
员参与志愿服务，引导乡村各类组织
主动承担服务事项，形成了党组织引
领、多方参与的为民服务格局。四是
在基本制度建设上，健全完善党组织
领导的村级事务运行机制，严格落实

“四议一审两公开”等民主决策制度，
严格执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全面
推行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引导群众在
党组织领导下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五是在基本
保障建设上，采取财政拨一点、乡镇支
一点、党费出一点、联系单位帮一点、
自己筹一点的“五个一点”办法，确保
了党建经费有保障；将村、社区干部报
酬待遇全部纳入县财政预算，并达到
了省市规定的标准，确保了基层干部
待遇有保障。 李红霞

生态宜居、幸福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