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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122名科技特派员下乡送“智”战“贫”
151个团（组）实现涉农县（市）区全覆盖

辽宁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1—0001 报刊邮发代号7-1总第23966号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政编码：110003 读者服务：024-22699378 广告垂询：024-22698121 年价：520元 零售：1.5元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23782738

LIAONING DAILY
扫描二维码

关注本报APP

http://www.lnd.com.cn北国网网址：

今日16版

2020年7月

7
星期二

庚子年五月十七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
长级会议7月6日以视频连线方式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年，我在中阿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上宣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倡议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阿
拉伯国家热情响应。两年来，中阿
双方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全
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
舟、守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开展
密切合作，这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
动写照。当前形势下，中阿双方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
共克时艰、携手前行。希望双方以
此次会议召开为契机，加强战略沟
通协调，稳步推进抗疫等各领域合
作，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
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习近平向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7月
6日，省委书记陈求发主持召开省委专
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听取辽宁港口整合效果、临
港产业发展、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开发

和沈阳港及沈阳港多式联运中心建设
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加快进度、加大
力度、统筹规划、扎实推进临港产业

园区建设发展，加速打造对外开放
新前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宁
出席会议。相关省领导参加会议。

陈求发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加快推进辽宁港口整合和临港产业发展

刘宁出席

新华社北京 7月 6 日电 近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
内亚布图卡学园复信。习近平在
信中愉快地回忆了 2018 年访问巴
布亚新几内亚时出席布图卡学园
启用仪式的情形，肯定学园办学成
绩，对学园近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实现复课表示欣慰，指出中方
将继续为学园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和帮助。

此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
学园校方致信习近平主席，衷心感
谢习主席关心学园发展，高度评价
中方为推进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国际合作所作积极贡献，表示在
中方帮助下该校克服疫情影响实
现复课。

布图卡学园自 2018 年 11 月启
用以来，招收学生约 3000 名，改善
了当地办学条件，获得巴布亚新几
内亚政府和民众一致好评。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
布图卡学园复信

本报讯 “我们在网上提交申
办材料，第二天就收到快递来的公
司执照和印章。”提起在大连市甘井
子区办事的便利，大连新创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由衷赞叹。

引入这家公司的中科院大连化
物所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甘井子基地
负责人陈瑞奎告诉记者，基地启用
两年，新成立企业的审批从最初用
时两天左右到现在提交即受理，政
府办事流程越来越简化，工作效率
越来越高，服务越来越专业。目前
基地已引入 19 家高科技公司，其中

今年新开办7家。
企业的感受是甘井子区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的直接体现。甘井子区
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在去年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12条措施”基础上，今年
推出优化营商环境“2.0版本”，围绕

“简化环节、降低成本、压缩时限、流程
再造”，重点从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
可、获得电力等九方面提出36条具体
举措，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想方“如何快”。甘井子区推行
“一窗通办”“一网通办”、优化立项

审批流程，强力推进服务升级，让企
业群众“进一门、找一窗、办所有
事”，做到“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找
人”，实现全区行政审批事项集中进
驻率、“一网通办”事项可网办率、

“ 最 多 跑 一 次 ”事 项 完 成 率 三 个
100%，立项审批由20个工作日压缩
至4个工作日。

设法“怎样行”。甘井子区出台
整治方案，向“用公权谋私”“只会说
不行、不研究怎么能行”等19项突出
问题开刀，有针对性治理影响营商
环境的“中梗阻”问题，还将每年元

宵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定为甘井子区
“企业家日”。

加油“促发展”。针对疫情给企
业带来的资金困难，甘井子区领导带
队上门兑现上年的政策奖励，政银企
合作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今年在全市
率先出台《甘井子区推动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了地区
的吸引力。今年前5个月，甘井子区
新登记企业 2396 户，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29个，总协议金额940多亿元。

曹颖华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市甘井子区36条硬措施让企业更便利

大连庄河市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立市、旅游富民”战
略，因地制宜，大力推动乡村旅
游业发展，把发展乡村旅游作
为实施脱贫攻坚的重要引擎，
通过开发特色农产品、开办农
家乐、建设精品民宿等，让群众
持续增收。图为7月5日，游客
在庄河市天门峡漂流戏水。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德斌 摄

乡村旅游
促增收

不久前，在辽宁科技大学科技
园，由十多名大学生组成的鞍山启梦
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就像
公司的名字一样，我们开启了梦想之
旅。”公司法人、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
院网络工程专业毕业生孙一笑说，公
司成员除了应届毕业生外，还有上一
届毕业生，下一届学弟学妹的暑期实
践也将在这里进行。创业的梦想之
花，就在青春的接力中绽放。

“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
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

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
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
忆。”今年大学生就业季，许多有梦
想、敢创新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一
条不寻常的道路，他们充满斗志、披
荆斩棘，向着自己的梦想砥砺前行，
留下了一串串无悔的青春脚印。

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创业是辛苦的，需要学习的东

西太多了，但年轻人就应当不畏困
难、努力奋斗。”辽宁职业学院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生刘宁说，他

很早就开始做创业准备，阅读了大
量有关创业的书籍，并实地考察了
多个行业。在学校和家人的支持
下，他决定勇敢迈出创业这一步，在
拿到毕业证的同时，注册的白塔光
明钟表眼镜店也步入了正轨。

不为传统就业观念所束缚，更
加注重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学
生就业观的悄然变化，离不开我省
为创新创业厚植的环境沃土。

为让高校学子的梦想开花结果，
我省不断增强创新创业制度供给，加

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展众
创空间等孵化平台，创新和改进服务
方式，以降低高等院校师生创业成本，
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等，相关扶持和
激励政策不断完善；高等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将课堂教学、自主学习、
结合实践、指导帮扶等融为一体，使
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得到明显增强；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公益性创新创业论坛和培训活
动等，营造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
文化环境…… （下转第四版）

创业 唱响无悔青春
——辽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葛红霞 关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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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出理论文章

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制度的体系优势

沈抚改革
创新示范区通
过提升政策服
务精准性和实
效性，建立区
域“金种子”企

业库，引导和扶持企业积极运用精益
管理等现代手段，不断加大技术改造
力度，支持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
级，努力打造一批行业隐形冠军。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
战，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实现主要经
济指标“首季开门红”，正逐渐发展成
为我国东北地区发展新增长极。

辽宁省推出沈抚同城化改革以
来，沈阳、抚顺两市交界地带备受关
注。经过多年发展，这一区域正逐渐
发展成为我国东北地区发展新增长
极。今年 4月 28日，中共辽宁省沈抚
改革创新示范区工作委员会和管理委

员会正式设立。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管委会主任董峰表示，这标志着在沈
抚大地上，承接国家和省级双重发展
战略的整体架构初步形成。

从沈阳和抚顺交界地带，到改革
创新示范区，沈抚示范区正以“改革”

“创新”为引领，为东北振兴探索全新
模式。

改革创新支撑发展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地处沈阳和

抚顺两大工业城市之间，距离沈阳桃
仙国际机场25公里、营口港200公里，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伊始，这里就成
为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
投资热点地带。从今年前 5 个月看，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所在区域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2.9%，年初至
今签约重大项目30个，总投资额超过
800亿元。（下转第三版）

沈抚示范区围绕六大主导产业精准招商——

辽宁振兴发展新引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中央媒体

看辽宁

窗外，艳阳在天，碧波荡漾的小河穿村而过，在微风轻拂
下，水波宛如一串串流动的珍珠。

屋内，琳琅满目的土特产品摆放有序，令人目不暇接。
这里，是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旅游商品土特产商店。

“往年旺季的时候，我们老两口都忙不过来，今年虽然受
疫情影响，游客少了些，但每天还是闲不着。”见到记者，正在
店里忙活的关淑珍、孙全志老两口打开了“话匣子”。

“我俩今年都71岁了，但现在的生活让人有奔头，干活也
不觉得累。”关淑珍笑着说。

虽然今年的大梨树村没像往年这个季节那样游人如织，
但关淑珍仍坚持每天早早开店，晚上准时闭店。

“别看现在游客少了，但是随着村里旅游产业的发展，我
们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以前是小学教师的孙全志接过话
来，“毛丰美老书记说过，‘干就有希望，不干就没有出路！’我
们大梨树村的幸福日子就是‘干’出来的，不干俺们村里人哪
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大梨树村的老村民是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孙全志和关淑
珍亲眼见证了村里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造果园、开宾馆、办企
业、搞旅游……这些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让他们难以忘怀。

最初创业的时候，弯腰种树的关淑珍放眼望向万亩果园，
曾想：“等到漫山遍野梨子成熟的时候，我们村里人的好日子
就有盼头儿了。”

现在，梦想变成了现实。
“别的不说，就说脚下这条路，就让村里人得到了大实

惠。”往事让老人记忆犹新。以前，大梨树的村路是“晴天一身
土，雨天两脚泥”。为了进城，孙全志用微薄的收入买了一双
新鞋，没走几步就深陷进泥里拔不出来。当时心疼得直冒汗
的孙全志哪里会想到，今天的大梨树，柏油马路已经通到了家
家户户大门口。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是永恒的正解。
站在发展历程的新节点上，大梨树村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一产上求

“新”、二产上做“深”、三产上提“质”，打造以旅游为核心、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产
业模式，推动新一轮富民强村进程。

黑土地上的幸福嬗变，让人惊喜。到2019年末，大梨树村社会总产值实现
16亿元，集体固定资产达6亿元，村可支配财力达到2500万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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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今年
高考，我省在做好考试组织各项工作
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在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广大高考
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全力打造健康高考、平安高考、
平稳高考、温馨高考、诚信高考。

全省各地区依法、科学、精准、因
地制宜制定组织考试防疫实施方案、
应急预案、考生健康状况监测方案等，
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高考期间，全部涉考人员和考生
实行清单式管理；严格按照防疫要求
设置考点考场，按规定设置一定数量
隔离备用考场；每个考点增设一名专
职负责防疫工作的副主考和一定数量
的专职卫生防疫人员、医疗救护人
员。各考点学校设置多条测温通道、

体温异常者复检区域、隔离通道；配备
数量充足的防疫消杀物资和个人防护
用品。因疫情防控需要，已对所有考
生提出考前14天体温监测要求，并按
有关规定妥善安排。考试当天有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安排在备用
隔离考场考试。

考生在考试期间进入考点接受体
温测量，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
点。第一次测量体温不合格的，可适当
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
量。如复测体温正常，可正常参加考试。

高考前，教育部门、教育招生考试
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对考生和考试工作
人员进行防疫卫生知识和自我防护宣
传，及时发布《辽宁省高考考生疫情防
控十项提醒》。各市考点均安排组织考
试工作人员、考生进行入场体温检测。

我省做好高考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

严格疫情防控措施确保考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