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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个县（市、区）启动试点工作

辽宁“林长”上岗守山护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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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是使命、责任，更是光荣。
藏北高原，唐古拉山脉、念青唐

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平均
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那曲市，是西藏
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跨越近
4000公里的距离，辽宁与那曲，因为

“援藏”紧紧联系在一起。
自中央实施对口支援西藏政

策以来，一批又一批辽宁援藏干
部人才前赴后继，与当地藏族同
胞一道，建设着美丽的那曲，一大
批涉及农牧业、交通、通信、市政、
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项目实施，
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
件，为那曲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2019 年 7 月，历史的接力棒传
到了88名辽宁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
才手中，他们的背后，是4300万辽宁
人民延续不断并持续加强的援藏力
量和对那曲人民的深情厚谊。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一年来，
那曲市发展更上一层楼，藏族同胞
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和全国人民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那曲市基
础更牢、成果更多、底气更足。

“输血”强基础
“造血”添活力

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如何建立
长效机制，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生
活，是辽宁援藏干部的“心头大事”。

在紧邻 109 国道的那曲市安多
县县城，沈阳南路与安狮东路交叉
口上的辽宁援建扶贫项目——“天
龙酒店”格外显眼。

走进这座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
的 5层大楼，电梯、网络、热水器、制
氧机，样样不缺，在海拔4800米的地
区，这样的配置可谓“高大上”。这
是“十三五”期间辽宁援建的重点项
目之一，也是安多县民族旅游文化
产业示范服务项目，总投资约 3900
万元。

“ 按 照 扶 贫 项 目 利 益 连 接 机
制，这里租金收入的 70%用于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分红，30%作为扶贫
产业发展资金，目前分红资金已达

188.5 万元，2588 名贫困户从中受
益。”沈阳市援藏工作队领队齐鑫
介绍。

不仅仅有项目分红，酒店还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今年 35 岁的布嘎就是受益者之一。
2017 年，一直以放牧为生的布嘎和
妈妈异地搬迁到安多县措那小区。
2018 年天龙酒店开业后，布嘎就在
这里负责保洁工作。如今，身为“小
领队”的她每个月能拿到 2500 元的
工资，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

“输血”强基础，“造血”添活
力。以项目带产业，才能更好助力
脱贫谋发展。

（下转第三版）

永续的援建 不变的深情
——辽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入藏支援那曲工作一年纪实

本报记者 赵 静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8月
9 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宁在鞍
山海城市和台安县调研时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月30日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尽快形
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
产业格局，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海城西柳服装市场是中国十大

服装市场之一,是东北最大的纺织
服装加工基地。刘宁实地考察了电
子商务产业园、西柳商贸城，调研了
解中小镇朱家村电商经济发展情
况。他说，海城西柳虽然地处内陆，
却走出了一条开放发展的独特路
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开放
大旗，尊重首创精神，干出西柳特

色、闯出西柳经验，工贸商贸、线上
线下联动发展，走出去引进来互促
共进，省市县联动、政银企协同，推
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鞍钢集团被誉为“新中国钢铁
工业的摇篮”。走进鞍钢博物馆，看
到3000多幅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照
片、1万多件实物，刘宁动情地说，鞍
钢见证了中国百年工业沧桑，为新
中国钢铁工业创造了上百个第一，
英模人物群星璀璨，鞍钢精神薪火

相传。随后，刘宁来到炼铁总厂主
控室，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对企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
企业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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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弘扬劳模精神，
一以贯之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央地
携手，做到双鞍融合，不断发展新模
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创造新
的更大业绩。 （下转第二版）

刘宁在鞍山市调研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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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徐鑫报道 以著
名景区黄丫口驰名的营口大石桥市
建一镇，今年以来陆续投入 27 万元
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实
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两年多
来，大石桥市所辖 17个镇（街）进一
步解放思想，完善政策，自主承担应
尽之责，累计投入 1.4 亿元，改善基
础设施，整治农村环境，推动产业发
展，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按照省市部署，2018年，大石桥
市精谋细划，制定出台了《关于明确
2018 年至 2022 年市与镇（街）财政

管理体制的决定》，积极推进县乡财
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全省率先制定
了“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上解、
超收全留、一定五年”的县对乡财政
管理体制，把留给镇（街）的新增财
力由省定3年延长到5年，并延伸政
策区域，将政策覆盖范围向街道延
伸，由原来的13个镇延伸到17个镇

（街）。通过政策的延长和扩面，实
现了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同时，
赋权让利，落实“分灶吃饭”，17个镇

（街）全部设立了独立金库，拥有了
财政大权，特别是超收全部留给各

镇（街），使各镇（街）强筋壮骨。
为减轻镇（街）压力，大石桥市实

施刚性兜底，“缓步断奶”。县本级自
我加压，采取“适度上移支出”，也就是
县本级统筹镇（街）工资等刚性支出。
2018年以来，大石桥市累计为8000余
名镇（街）公教人员发放工资近15亿
元，核拨公用经费7763万元。同时，各
镇（街）债务也由县本级全部承担。

大石桥市还创新举措，推行“分
档奖励”。落实营口市镇（街）财政
收入增收奖励政策，从今年起，大石
桥市在 3年内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环比增长超过 50%以上的镇（街）奖
励 20 万元，在 30%至 50%之间的奖
励 10 万元，在 20%至 30%之间的奖
励5万元，并对超额完成招商引资任
务的镇（街）给予奖励。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增
加了各镇（街）财力，让各镇（街）留用
财力逐年提升，也充分调动起各镇

（街）发展的积极性。2018年实行改
革以来，全市 17个镇（街）累计新上
500万元以上项目 436个，占全市的
70%，完成投资86亿元，成为全市经
济发展主战场、拉动增长新引擎。

财政体制改革激发大石桥市镇（街）发展内生动力
2018年以来，全市17个镇（街）新上500万元以上项目436个，完成投资86亿元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腰长河村共有 49 户
183人，通过开发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走上了致富路。

张宝文当了 10 多年的村支书，现在是村里的义务导
游，“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我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村的
民俗文化”。

位于辽河七星国家湿地公园中心区域的腰长河村，被
湿地所环绕，万余亩芦苇荡和荷花相映成趣，阵阵花香扑面
而来，颇具特色的锡伯族风格建筑群引人注目。

“原本是来游览湿地公园的，可锡伯族风格建筑群吸引
住了我们，让我们流连忘返。”7月29日上午，来自辽阳的游
客胡女士难掩兴奋。

以前，腰长河村可看不到这番光景。
“湿地公园高峰时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游客，可眼看着

旅游大巴和私家车一辆接一辆从村口驶过，却没有一辆拐
进村里来。”村民孙国强告诉记者，“顶多就是村里有些人，
把自家的鸡蛋和蔬菜摆到马路边售卖，贴补点家用。”

明明守着“金饭碗”，村民为啥致富无门呢？“游客不来，
得从自身找原因。”4 年前，从黄家街道下派到村里的第一
书记关鑫，入村第一天就把全村走了个遍，“村容村貌太差，
垃圾随意丢弃和堆放，与湿地公园格格不入。”

2016 年年初，腰长河村采用入股联营的方式，和企业
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开发旅游项目，通过村庄整治和宅基
地整理，将全村旧房改建成两层小楼。沈北新区为此专
门申请了沈阳市第一个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开展旅游项
目的试点。

“我们在沈北新区成立了第一个农村经济合作社，进行
土地入股，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关鑫告诉记者。

“到家里来坐坐，瞧瞧咱现在的好日子。”站在新建楼房
的门口，村民桂成林热情地打着招呼。

他家里还保留着几张老房子的照片，三间平房被杂乱
的柴草垛包围着，粪污堆就在胡同口，屋内除了简单的灶台
和火炕，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和电器。

“我家老房子也就70多平方米，房子拆迁后，政府给了
20 来万补偿款，又免费给盖了这 130 多平方米的两层小
楼。村里还有环卫人员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转运。”木
地板、空调、冰箱、洗衣机、冲水马桶、热水器……桂成林领着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地看，家门口的分类垃圾箱一字排开。他又指指房前屋后说，“这前后的小院子
也入了股，每年分红保底还有1万元哩。”

豆腐丸子、糙米面条、飘香米粥、手打米糕等锡伯族特色食品香味四溢，紧邻
着村里的民宿，7位村民联合经营的特色美食街，吆喝声此起彼伏。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老人，这日子有盼头。”村民费志新经营
着一个美食摊，每天都有三四百元的收入。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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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8月
7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帮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旅游企业
摆脱经营困境，缓解资金压力，我省财
政部门筹集资金 2 亿元，支持旅游企
业发展。

旅游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对我省
旅游业的复苏发展至关重要。为此，
我省多渠道筹措资金，在支持旅游企
业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确保企业投
资和经营的资金需求。今年以来，为
支持旅游企业复工复产，全省财政下
达资金 1.2 亿元，其中省财政投入 0.5
亿元。该项资金重点投向受疫情影响
严重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具有“冰

雪旅游”概念的企业和旅行社，通过有
效解决防控物资采购、支付企业人员
工资、偿还贷款利息、改善硬件设施条
件等急需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同时，还拨付一定的资金，通过向社会
发放旅游消费券等方式，有效刺激旅
游市场回暖。

针对重点项目的提质升级、市
场拓展，全省财政还下达资金 0.8 亿
元，其中省财政投入 0.4 亿元，支持
重点旅游项目贷款贴息及新业态项
目补助、“引客入辽”成绩突出的旅
行社拓展市场，以及国家级品牌创
建地区的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
设施建设等。

我省下达2亿元财政资金
支持旅游企业发展

乐享多彩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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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篮杀入总决赛已经超越自我

抱着学习态度挑战九冠王

本报讯 记者张继锋 高华庚
报道 8 月初的锦州，骄阳似火，热
浪扑面。连日来，在人民街、安达
街、松坡路等老旧供热设施改造项
目现场，施工人员冒着酷暑挖沟槽、
运管材、焊接口……各个部门和施
工单位密切配合，施工进展环环紧
扣，工程进度分秒必争。

锦州市今年正式启动燃煤锅炉
拆除暨供暖管网改造工程，投入
2.85 亿元，一次性拆除 34 台燃煤锅
炉，完成 104 公里老旧管网改造，涉
及 40 万居民和 1300 多万平方米的

供暖面积，是锦州历史上时间最短、
工程量最大、改造范围最广、供暖面
积最多的供暖改造工程。

老旧供热设施全面改造工程，
一头牵着百姓温暖过冬，一头连着
蓝天白云，是锦州市近年来重大的
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进一步提升
城市空气质量，科学设计供热管网，
严格确保工程工期，保障百姓冬季
供暖，是这次改造工程的重点和难
点。锦州市全面实行日报告、周调
度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改造工
程中遇到的问题。截至目前，锦州

市城区内外 22座锅炉房、34台燃煤
锅炉已全部拆除，节省资金十多亿
元。在前期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开展各项相
关工作，工程设计、招标、勘察等齐
头并进，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实
施挂图作战。

锦州市专门成立了由市长任组
长的老旧供热设施改造项目领导小
组，成员由4个城区、市直14个相关
部门组成，各地区各部门分工配合、
共同推进。这次改造工程坚持因地
制宜、讲求实效，坚持统筹兼顾、突

出重点，坚持多措并举、齐头并进，
做到主管网、支管网、换热站无缝对
接，形成互联互通、一网多源的供暖
新格局。

今年是锦州大气污染治理攻坚
战收官决战之年，燃煤锅炉拆除暨
供暖管网改造工程完工后，城区燃
煤锅炉污染现象将得到彻底根治，
城市供热综合管理能力水平将进一
步提升。预计今年 10 月 1 日前，供
暖管网改造工程将全部竣工，并在
供暖期到来前完成工程验收和试运
行，确保今冬如期供暖。

锦州投入近3亿元全面改造老旧供热设施
改造后城区燃煤锅炉污染现象将得到彻底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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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二版▶

暑假到来，我省各地少年儿童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拓展兴趣、陶冶情
操，乐享多彩假期。图为8月7日，沈阳玖伍文化城的益智玩具体验馆里热闹非
凡，孩子们在此体验不一样的快乐暑假，锻炼动手能力。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树牢底线意识 坚定发展信心
——从计划预算执行报告看中国经济走势

眼圈发黑，声音嘶哑，踩着胶
鞋，卷到小腿肚的裤脚上满是泥
点……这是抗洪一线基层干部的

“标配”形象。面对肆虐的洪水，他
们筑起防线，成为挡在群众身前的
一道坚实堤坝。

庚子之夏，多省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累计降水量之大、覆盖范围之广，
历史罕见。基层干部成了让老百姓
安心的存在。风浪拍不翻，激流冲不
走，他们用信念武装自己。“群众利益
高于一切”的承诺深深根植于每个奋
战在抗洪一线的基层干部心底。在

溃口的堤坝，在被洪水围困的圩区，
在即将蓄洪的闸下村庄，最危险的地
方总有他们坚守的脚印；只要群众还
没有安全转移，他们就不会撤。

把胸膛交给洪水，把后背留给
百姓，他们把责任揉进生命。这一
刻的坚守只是他们长期以来扎根群
众、心系群众的一个缩影。始终把
让群众生活得更好这份责任扛在肩
上，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成为
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

不敢合眼休息、怕生病受伤耽
误工作、怕有一个群众不安全……

正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坚实
的责任担当，在汛情最严峻的时候，
他们冲锋在前，和人民群众安危与
共，风雨同舟，为的就是给群众换来
一个又一个安眠夜。

当前，防汛这根弦仍不容松懈，
仍需研判台风“黑格比”带来的影响，
并严防退水破堤风险。久在一线的基
层干部仍需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
作战的精神，为百姓安危站好每一班
岗，坚定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信心，帮
助群众重建家园，尽快恢复常态。

（据新华社合肥8月8日电）

践行“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承诺
新华社记者 汪奥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