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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为进
一步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促进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协
调发展，并推进生态辽宁、美丽辽宁建
设，我省在本溪、朝阳两市 14 县（市、
区）启动林长制试点工作。林长制试点
期为一年，之后全面推行。

据介绍，在试点市实行市、县、
乡、村四级林长制，旨在强化党政领
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突
出森林（草原）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探

索建立完整的林长制组织体系、明确
的责任体系、健全的制度体系、科学
的任务体系；有效解决林草行业当前
面临的生态修复困难多、基础设施欠
账多、产品供应能力弱等问题；积累
好经验好做法，为全省推行林长制奠
定坚实基础。

各级林长的主要职责，包括造林
绿化、生态修复、林地林木管理、自然
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破坏森林
（草原）资源案件查处及涉林问题整

改等林业和草原重点工作。各级林
长的责任区域划分，按行政区划或单
位隶属关系确定，以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为主。

两市试点林长制工作的重点，是在
工作协调、责任落实、督促指导、考核评
价、责任追究等方面出台切实可行、有
效管用的制度，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
要系统梳理长期困扰当地林业改革发
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将问题的解决提升
到林长层面。要科学确定林长制运行

评价内容和指标，将林地保有量、森林
覆盖率、森林蓄积量、自然保护地管理、
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重要指标纳入评价
体系。

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林长制
是林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各市县试
点单位积极探索，科学设计，稳妥推进，
紧密结合林业和草原发展的实际，推进
国土绿化、资源管护、行政执法等各项
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明显，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要求完成试点工作。

在14个县（市、区）启动试点工作

辽宁“林长”上岗守山护绿

虽已立秋，但日头依旧烤人。清晨
五六点，趁太阳还未升高，北票市泉巨
永乡存珠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孝荣
就已起身，在村里“遛”了半圈，边走边
捡垃圾，收拾垃圾箱。等晚上下班回来
再把“那半圈”也拾掇完。

“半圈活也就个把小时，啥也不耽
误。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元。”王孝荣对
村里安排的公益岗十分满意。

丈夫双侧股骨头坏死，做了手
术，行动不便，王孝荣又患小儿麻痹
症，一家因病成了贫困户。“村里帮
着在邻村服装厂找份零工，一年收
入 1 万多元，再加上早晚维护卫生，
一年又添不少。等明年老头身体好
点，村里还说帮我们在院里养鸭，日
子越来越有盼头了。”王孝荣对生活
充满希望。

其实，她的公益岗工资、庭院经济
收益都来自村里“飞”来的好项目——
辽宁超润牧业种鸭养殖基地。

话还得从去年夏天说起。“那时全
市‘飞地经济’干得火热，咱泉巨永乡
也想拉个项目。”乡长王辉回忆说，“结
果还没等我开口，乡里一家环保公司
老总徐斌主动找到我，说有个朋友想
来看看。”

这个朋友就是山东超润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孟凡山。“山坡地、
离居民区远、环境好，适合养鸭，就是缺
条路。”孟凡山初到存珠营村感觉有些
美中不足。

“您定了具体位置，我马上铺。”
随行的北票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胡建
龙拍着胸脯说。

一个月后，泉巨永乡联合周边3个
乡筹集扶贫资金 1000 多万元，养鸭基

地正式开建，路也一直修到了山坡顶。
入股利润将作为 4 个乡贫困户的分红
和公益岗资金。

如今养鸭基地已投产鸭棚 21 栋，
存栏鸭7.5万只。

“这只是一期，等到三期全建完，存
栏数将达 15 万只。不仅养鸭产蛋，还
搞肉鸭屠宰加工、鸭绒制衣、粪肥还田，
届时年产值可达15亿元，将带动2000
余人就业。”王辉说。

修起一条小路 飞来一只“金鸭”
本报记者 孙大卫 见习记者 赵婷婷

养鸭场里的鸭子即将出栏。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摄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根据
省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工作
安排，8 月 7 日，省人大常委会
启动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工作。

本次执法检查旨在贯彻落
实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
委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问题导向，依法推动打好净
土保卫战。

重点检查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法律学习宣传普及，配套
法规制定等情况；二是农用地
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等情况；三
是土壤污染预防，土壤污染防
治规划、标准、普查、监测等情

况；四是执法监管及法律责任
落实情况；五是法律实施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深入推进法律
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执法检查将针对法律实施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突出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深入
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深入分析
法律责任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其原因，依法推动解决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同时，深入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进一步
增强法治意识，推动法律学习
宣传贯彻。

执法检查组将赴沈阳、辽
阳、盘锦、葫芦岛 4 个市开展
重点检查，并委托其他 10 个
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
进行检查，实现全省 14 个市
全覆盖。

省人大常委会启动
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8 月 9 日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通
报，8 月 8 日零时至 24 时，我
省 无 新 增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当日，本土确诊病例治愈
出院 5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 1 例，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 4 例（本土 3 例、境外

输入 1 例）。
截至 8 月 8 日 24 时，全省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59 例（含
境 外 输 入 35 例），治 愈 出 院
174 例，死亡 2 例，在院治疗 83
例。目前，全省还有 19 例无
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

8月8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确诊病例治愈出院6例，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4例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8月9日，记者从大连市政府召
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持续推
动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实落
细过程中，大连多方扩展医疗
物资来源，强力保障全市防疫
医疗物资以及大规模核酸检
测耗材供应，并加强对涉疫情
医疗废物监管，确保无害化安
全处置。

截至8月8日24时，大连本
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
连续3天均无新增。目前，大连
累计确诊病例 92 例，住院病例
72 例；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
地无症状感染者15例。

与时间和病毒赛跑，防疫
物 资 是 打 赢 这 场 战 役 的“ 弹
药”。疫情发生以来，大连市从
常态化防控迅速进入应急工作
状态，千方百计加强医疗物资
储备，有力有序保障疫情防控
医疗物资供应。按照大连市第
六人民医院病区改造后最大饱
和量 90 天的标准进行了医用

防护物资储备，截至目前储备
物资已全部入库。

大连市还紧急储备了一次
性病毒使用管、采样咽拭子、核
酸检测试剂、核酸采集生物运输
箱等核酸检测耗材，以全面保障
全市持续推进的核酸检测工作
顺利开展。

强化医用防护物资分拨管
理，大连市按照不同单位、不同
职责、不同防护级别，严格按照
防控方案要求和变化进行物资
分配，既防止过度防护又合理科
学地保护好医护人员。

医疗废物、废水无害化处置
是防止疫情二次传播的重要防
线。大连市严格做好定点医疗
机构、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点、
集中处置单位、污水处理厂等
场所的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环
境监管。截至8月8日，日均产
生涉疫情医疗废物 15 吨，全部
得到安全无害化处置；全市定
点医院、发热门诊和隔离点共
处理医疗废水 14.3 万吨，均实
现达标排放。

大连加强医疗物资储备
和涉疫情医疗废物处置

（上接第一版）
调研期间，刘宁来到迈格钠磁

动力、神龙腾达、安井食品、九股河
食品等企业，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
场销售和吸纳就业等情况。他希望
企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
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定信心、保持定力，培育企业、壮大
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
的自主研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在积极推动创新中
赢得主动、不断成长。刘宁强调，市
场主体在我省振兴发展中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好纾困惠企政
策，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
定大局。

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参加部
分调研。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8月

7 日，全国首个安全大脑场景展示中
心——360安全大脑东北区域创新展
示中心在沈阳正式启动，该中心将全
力助推网络安全产业生态圈建设，促
进东北地区网络安全升级，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的“护航舰”。此次启动的创
新展示中心由360公司与辽宁东赛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建设。

安全大脑场景
展示中心在沈启动

党中央决定，以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名义表彰一批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以党中央名义表
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按照中央部署，我
省在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
真开展评选推荐的基础上，经过深
入考察、集体研究审议，确定了 40
名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10 个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6 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
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正式推荐
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接受监
督，现将正式推荐对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2020年8月10日起，至8

月 14 日止。如对推荐对象有异议，
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传真等方
式向省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组
织部反映。同时，请告知或签署本
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以利于调
查核实和反馈情况。

公示电话：
省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024-22959128（兼传真）
省委组织部
024-23128311、23861432（传真）
辽宁省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
2020年8月10日

辽宁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正式推荐对象公示公告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正式推荐对象（40名）

1.徐英辉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辽宁省支援湖北前方
指挥部副指挥长，辽宁援雷神山医疗
队指挥部总指挥

2.王振宁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党委书记，辽宁省支援湖北前
方指挥部医疗救治组（武汉）副组长，
辽宁省第六批援鄂重症医疗队领队

3.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国家救治
组专家

4.赵 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急诊科主任

5.刘志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副院长，辽宁省支援湖北前

方指挥部医疗救治组（武汉）副组长
6.朱 芳 辽宁省人民医院副

院长，辽宁省支援湖北前方指挥部医
疗救治组（襄阳）副组长

7.谷 野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中心沈
阳中心）院长

8.王拱辰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
院（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中心大
连中心）肝病十科主任、临床三党支
部书记

9.常东岳 锦州市传染病医院
（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中心锦州
中心）副院长

10.于 辉 辽宁省肿瘤医院主
管护师，辽宁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队员
11.孟大为 辽宁省金秋医院耳

鼻喉科主任，辽宁省第九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

12.曲妮妮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呼吸科主任

13.张凤香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教研室副主任、
科室副主任，辽宁省第三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

14.崔文权 大连市中心医院
主任医师，辽宁省第五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

15.王丽微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
团抚矿总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一
病房副主任，辽宁省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

16.李 珉 本溪市中心医院干
三病房主任，辽宁省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

17.周明萍 辽阳市传染病医院
感染管理科科长、护理部主任，辽宁
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

18.方 红 铁岭市中心医院感
染内科主任

19. 薛海英 盘锦市中心医院
主任医师，辽宁省第五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

20.李 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病区副主任，辽宁省第一批
援鄂医疗队队员

21.孔 艳 沈 阳 市 大 东 区 津
桥街道百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

22. 党 立 大连市沙河口区
李家街道锦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23.李玉鸿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

治县药山镇水獭岭村村主任
24.杨立峰 中共抚顺市望花区

塔峪镇委员会党委书记
25.侯广宇 中共桓仁满族自治

县二棚甸子镇委员会党委书记
26.王秀君 生前系丹东市宽甸

满族自治县太平哨镇泡子沿村党支
部书记

27.张光明 锦州市交通运输局
安全总监

28.项 莉 营口市站前区跃进
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29.方秀春 阜新市细河区玉龙
街道育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30.郝玉峰 中共灯塔市柳河子
镇委员会党委书记

31.石玉兰 铁岭市昌图县昌图
镇果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32.崔志刚 生前系朝阳市卫生
监督局学校卫生监督科副科长

33.赵丽影 葫芦岛市龙港区龙
湾街道新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

34.姜义双 辽宁日报驻铁岭记
者站站长，辽宁省援鄂前方记者

35.田富祥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
厅副主任兼辽宁省档案局局长，辽宁
省支援湖北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副
书记、副指挥长

36.梁宏军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科技教育处处长，辽宁省援鄂医
疗队临时党委（武汉）副书记、前方指
挥部医疗救治组（武汉）组长

37.朱哨兵 生前系本溪市桓仁
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华来派出所所长

38.徐宝贵 生前系大连市公安
局监所管理支队支队长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正式推荐对象（10个）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党委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援鄂医疗队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四批援鄂医疗队

4.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共产党员
突击队

5.沈阳市铁西区霁虹街道明朗
社区党委

6.大连瑞光非织造布集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

7.大连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8.辽宁广播电视集团（辽宁广播
电视台）新闻部

9.辽宁监狱援鄂女警队临时党
支部

10.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正式推荐对象（6名）
1.徐英辉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辽宁省支援湖北前方
指挥部副指挥长，辽宁援雷神山医疗
队指挥部总指挥

2.王振宁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党委书记，辽宁省支援湖北前方指
挥部医疗救治组（武汉）副组长，辽宁
省第六批援鄂重症医疗队领队

3.谷 野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中心沈
阳中心）院长

4.姜义双 辽宁日报驻铁岭记
者站站长，辽宁省援鄂前方记者

5.朱哨兵 生前系本溪市桓仁
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华来派出所所长

6.党 立 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
街道锦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正式推荐对象（5个）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党委
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
3. 辽宁监狱援鄂女警队临时党

支部
4. 大连瑞光非织造布集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
5. 沈阳市铁西区霁虹街道明朗

社区党委

39.杨佐森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

40.陈少纯 沈阳迈思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