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7月
28日，省委在大连召开专题会议，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在大连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时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指导大连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省委书记陈求发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宁
作传达并讲话。

会议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在大连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刻，孙春兰副总理到大连调研指
导疫情防控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辽宁

及大连人民的关心关怀。全省上
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总要求，按照孙春兰副
总理的工作要求，在国务院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和专家
组的科学指导下，切实把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会议要求，大连市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大意、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切实增强紧
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坚持两
手抓两手硬，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要明确防控目标任务，参照北京
的成功做法，科学配置医疗资源，
紧盯节点、倒排工作，按照时间节
点切实抓好检测、隔离、流调、救治
等各关键环节工作。二要压实“四
方”责任，（下转第二版）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把大连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陈求发刘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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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
开幕式上致辞。习近平向会议表示
祝贺，积极评价亚投行不断发展壮
大，指出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
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平台。各成员要聚焦共同发
展、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最佳实践、
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打造成推
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
行、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
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和国际
多边合作新典范。中国始终支持和
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
精神继续同各成员一道支持和办好
亚投行，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2013 年
年底，我代表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开业 4 年多
来，亚投行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
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初57个创
始成员，发展到今天的来自六大洲
的 102 个成员，朋友圈越来越大、好
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
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
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

习近平指出，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
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
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
的人间正道。解决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
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
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

作。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新平台。

一是聚焦共同发展，把亚投行
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

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应该致力于服
务所有成员发展需求，提供更多高
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
资，既要支持传统基础设施，也要支
持新型基础设施，为促进亚洲及其

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是勇于开拓创新，把亚投行

打造成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
平台。（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7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本报讯 记者赵静 见习记者
陈博雅报道 7 月 27 日，省政协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论述。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夏德
仁主持会议并讲话。

夏德仁指出，要将《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与第一卷、第二卷作
为一个整体，逐篇研读，融会贯通，
深入领会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增
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夏德仁主持并讲话

人民日报
沈阳7月27日
电（记者王金
海 胡婧怡）
7月22日以来，
辽宁省大连市

陆续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
至7月26日24时，辽宁累计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大连38
例，铁岭1例。

7 月 22 日，大连发现 1 例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大连凯洋世界海
鲜股份有限公司员工。随即，大连第
一时间启动不明来源新冠疫情应急处
置预案，迅速进入战时状态。辽宁发
布疫情防控指挥部令，采取最坚决、最
果断、最严格的精准防控举措，最大限
度降低传播风险，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奠定坚实基础。
疫情发生后，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迅速组建50人流调队伍、10人消毒队
伍和 8 支核酸检测队伍，驰援大连疫
情防控工作。辽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要求，大连以外的13个市要实施科学
精准防控，严格落实省总指挥部关于
域外疫情防控工作的规范和办法，建
立完善闭环管理体系。大连市迅速开
展流调、重点人群管控、核酸检测和消
毒等重点工作，做到应查尽查、应检尽
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根据疫情变
化情况，大连科学调整风险等级区域，
实施分级、重点管控。中高风险区域
人员严禁离开大连，密闭场所关闭；低
风险地区人员须持阴性核酸检测证明
离开大连。
（转自7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辽宁采取严格措施应对疫情

中央媒体

看辽宁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重
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7月28日在法
国该组织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无国界，创
新无止境。国际科技合作对于应
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具有重
要意义。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承载着人类和平利用核聚变能

的美好愿望，计划实施以来，中方
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
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
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十多年来的
积极探索和实践充分证明，开放交
流是探索科学前沿的关键路径。

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正面
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

手前行、共克时艰。中方愿继续
同各方加强科研交流合作，合力突
破重大关键科学和技术，推进全球
科技创新，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不断作出新
贡献。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是
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
国际大科学工程，我国于2006年正
式签约加入该计划。

习近平向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致贺信

7月，沈阳市铁西区。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的宽体

车装配车间内，一台刚下线的“大家
伙”正进行核心指标调试。这款面
对矿山市场研发的新型宽体矿车，

在承载力、节能减排、耐用可靠性等
方面实现技术创新，预计年底产值
达10亿元。

同期，大连市西岗区。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在行业内

率先设计出铁路敞车及敞顶集装
箱两用翻车机系统，以占地小、效
率高等优势获得青睐。在新产品
的引领下，上半年，企业新增订货
合同超 66 亿元，同比增长 24.5%，创
近7年新高。

好产品、新技术带来稳定的市
场份额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今年上半年，我省着力以大带

小、上下联动、内外贸协同，围绕
产业链，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创
新力、抗风险能力。全省4月、5月、
6 月连续 3 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实
现当月正增长，增速分别为 2.1%、
6%、3%，二季度增速与全国同步
转负为正，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
态势。

（下转第四版）

辽宁规上工业增加值连续3个月正增长

重点行业持续发力 工业经济稳步回升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本报讯 记者孙大卫报道 7月
28 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
悉，我省有 4 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综合二级节点经中国信通院线上评审
通过，即将开建，并力争年底前与国家
顶级节点实现对接。4 月至今，我省
已连续成功申请 5 家该类节点，总数
位居东北三省之首。

本次获批的节点分别是：辽宁兴标
壹网络综合型二级节点，主要应用于泳
装、新材料制造、智能网联汽车、有色金
属、食品等领域；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
有限公司的仪器仪表制造行业二级节
点；辽宁联通的综合行业二级节点；
禾丰牧业的饲料加工行业二级节点。

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重
要基础设施，是支撑万物互联的“神经
枢纽”，其角色类似于互联网中可以查
询网站地址、邮箱地址等的域名系统。
二级节点是衔接国家顶级节点和企业
的重要枢纽，将对产业布局起到重要作
用，将为工业互联网链接的对象提供统
一的身份和解析服务，赋予每一个产
品、零部件、机器设备唯一的“身份证”。

二级节点具有一定地域、行业排他
性，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此项工作。
年初以来，我省多次与工信部沟通，落
实建设条件，组织铁岭、锦州、丹东等市
落实二级节点建设方案，年底前计划
再推进 3 至 5 个节点通过评估。

我省四家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综合二级节点获批建设
力争年底前实现与国家顶级节点对接

沈阳年内实现十个“一件事”打包办
企业招用员工、毕业生就业创业等事项只需跑一个窗口

详见八版▶

据新华社大连7月28日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27 日至
28 日到辽宁省大连市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严防输出，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孙春兰实地考察了海关、社区、企业、医院、医学
院校，详细了解重点场所防控和核酸检测、物资保
障、患者救治、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情况，听取疫情
防控工作汇报。她充分肯定辽宁省和大连市前期
防控工作，要求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防反弹，统筹
运用好包括第三方在内的检测机构，快速进行全员
筛查，及早把感染者集中隔离、精心治疗，严格社
区等重点场所管控。要严防输入，口岸实行人物
同查，所有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对进口货物加大检
验检疫力度，守好疫情防控的国门。要严防输出，
坚决落实对离开大连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信息推
送、追踪管理措施，不使疫情扩散到其他地区。

孙春兰召开流调溯源工作专题会议，指出查
找源头是科学精准防控的重要环节，要开阔思路，
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依法追查到底。要抽调公
共卫生、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精干力量组成专班，
深入细致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做到传统流行病学
与现代信息技术、现场流调与临床诊治、流调分析
与实验室比对、查人与查物、境内与境外相结合，
尽快把疫情传播的脉络搞清楚，力争在溯源上有
所突破。

近期我国局部地区出现零星散发或聚集性疫
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孙
春兰强调，要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抽调精兵强
将成立相对固定的流调溯源、医疗救治、中医药
专业团队，建立核酸检测目录管理制度，形成区
域机动力量。要研究制定针对不同场景、不同风
险等级的处置规范，加强培训和演练，提高处置
疫情专业化水平。一旦发生疫情，各地区各部门
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加强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落实“四早”要求，压实“四方”责任，确保迅速控制
疫情，最大限度降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海关总署副署长张际
文、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李裕禄陪同调研。省领导陈求发、刘宁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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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打造多边合作新典范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亚投行
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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