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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46 年来，面对患有精神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叔子，她如同照
顾儿女般不离不弃，任劳任怨。她
就是大石桥市钢都街道和平村村
民——“中国好人”秦世霞。

73 岁的秦世霞，1976 年嫁给
王竹友时，患有智障的小叔子王竹
昌才11岁，秦世霞没有嫌弃，一过
门就挑起了照顾小叔子的重担，如
今整整46年。

婚后，秦世霞和丈夫育有两
女一子。丈夫在工厂上班，只有晚
上回家或者休息时才能帮忙照顾
家里。秦世霞在村生产队工作离
家近，她成了照顾家的顶梁柱。

“那会儿秦世霞忙得可以说
是‘脚打后脑勺’。”和平村前任妇
联主任罗桂敏告诉记者，旁人忙完
工作还有空歇会，只有秦世霞一干
完活就一阵风似的赶回家里给一
家老小做饭。“她这人干净能干，家
里洗衣做饭那些屋里屋外的活儿，
她都揽在肩上。”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秦世霞
来说，日子虽然过得比较清贫但还
算安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王竹昌在22岁时患
上了精神疾病，这使原本已经很清

贫的家庭雪上加霜。
一家人将王竹昌送到医院治

疗，一年后康复出院。到了王竹昌
谈婚论嫁时，因家庭贫困，无法满
足女方条件，恋爱失败，经受不住
精神打击的王竹昌旧疾发作，吵
闹、摔打、谩骂，成了家中常态。

有一次，王竹昌因疾病发作，
走失了，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作为
嫂子的秦世霞一直没有放弃他，她
逢人就打听，在街上到处贴寻人启
事，经过多方打探，终于找到了他，
但是不幸的是，小叔子的病不仅没
有好转，还患上了严重的脉管炎，
已经不能行走了，只能长年卧床。
在寻找王竹昌期间，秦世霞被查出
患有恶性脑瘤，手术后留下了严重
的后遗症，右手不能正常使用，且
双眼患白内障，在这种情况下，秦
世霞还是毅然担起照顾公婆和生
活不能自理的小叔子的重任。

父母去世后，没有其他亲人
的王竹昌只能依靠哥嫂照顾，身
为嫂子的秦世霞从来没有过一句
怨言。

一日三餐一定是热的，穿戴
的衣服一定是干净的。王竹昌精
神状态好的时候，秦世霞跟他说说

话，他就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可
犯起病来就撕衣服、拆被子，打骂
秦世霞。长嫂如母，大爱深沉，秦
世霞像妈妈一样只能默默忍受。

几年前，秦世霞一家搬进了
回迁楼，可住惯了老房子的王竹
昌并不适应，每天不定时喊叫，影

响附近居民。无奈之下，秦世霞不
得不把他送回老房子，这样无疑又
增加了秦世霞的负担。

新居距离老房子有二三里
地，每天做好饭菜，秦世霞都要忙
着两头跑，风雨不误。柴米油盐，
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家中的一切

都依靠她来照料。秦世霞将家里
照顾得井井有条，青葱岁月不停
留，人生花甲已过，秦世霞用自己
无悔的付出，谱写了一曲真情相
伴、永不离弃的人间大爱。

秦世霞像母亲一般照顾小叔
子，难免疏忽了3个儿女。作为儿
女也有些不理解，怪母亲把爱心都
给了叔叔，可秦世霞却觉得相比之
下，小叔子更需要人照顾。

对于妻子的任劳任怨，丈夫
王竹友一直心怀感激。秦世霞每
每宽慰丈夫：“长嫂如母，我照顾小
叔子是应该的，是分内事。”就是这
样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46 年如
一日，用一颗仁爱之心，写下了一
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秦世霞，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用善良温暖着亲人，用真情表达着
对家人、对生活的热爱。正是有了
像她那样勤劳、善良、纯朴的人，才
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以继承和
发扬，正是有了像她那样甘于奉献
的人，才使更多家庭充满了温馨，充
满了幸福。秦世霞因善举获得了第
九届辽宁省道德模范孝老爱亲类型
提名奖，并于2020年被中央文明办
授予“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一颗仁爱心 万缕如母情
——记“中国好人”秦世霞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营口市把实施
党委（党组）书记抓人才工作项目化管理作为凝
聚人才工作合力、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能和服
务振兴发展的重要载体，助力人才工作与经济
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提升服务实效。

突出需求导向搭载体。营口市坚持围绕东
北先进制造基地建设的战略定位和重点产业发
展需求，确定实施23个本年度市级人才工作项
目，有效搭建起引才育才和服务的载体。

夯实主体责任聚合力。出台《营口市党委
（党组）书记抓人才工作项目化管理实施办法》，
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是实施人才工作项目
化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将项目实施及完成情况
纳入年度人才工作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市人
才办加大对项目实施的调度推进力度，及时协
调解决各类难题，有效凝聚了齐抓共管的人才
工作合力。

完善资金保障求实效。充分发挥市级人才
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对评审确定的市级人才
工作项目给予项目补贴经费，先后促成71个专
家团队与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177家，新增省“专精特新”企业34家。

打造用才平台促振兴。坚持围绕产业链部
署人才链、打造创新链，以高质量人才工作项目
为牵动，发挥企业引才用才主体作用，推动形成

“产业集聚人才、人才引领发展”的良性互动。

实施项目化管理
加快人才引进培育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为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营口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实行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
诺制，着力减轻企业和群众经济负担。

告知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有关许可
登记等事项时，以书面形式将法律法规规定证明
的义务或者证明条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由申请
人书面进行承诺，已经符合这些条件、标准和要
求，同时也愿意承担承诺不实的法律责任，行政
机关就不再索要证明，直接予以办理。

非小微企业或者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履行告
知义务但企业不愿做出书面承诺的，将依法依
规收取不动产登记费。若发现企业做出虚假承
诺，企业失信行为将被纳入信用记录，实施相应
失信惩戒措施。因虚假承诺产生其他法律责任
的，由虚假承诺企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深化“放管服”改革
为小微企业减负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记者 8 月 30
日获悉，营口市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法
院、检察院、卫生健康等部门联合开展的食用
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已
全面启动。

营口市结合生产实际和历次监测结果，在
省规定的13个食用农产品治理品种的基础上，
确定“13+N”的治理重点品种，即“一个果”葡
萄，“四棵菜”豇豆、韭菜、芹菜、甘蓝，“一枚蛋”
鸡蛋，“两只鸡”白羽肉鸡、乌鸡，“两牲畜”牛、
羊，“四条鱼”大口黑鲈、乌鳢、鳊鱼、大黄鱼，“两
水产”海参、南美白对虾，将针对上述重点品种
深入开展治理行动。

全市将按照“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
责”要求，探索建立“13+N”品种农兽药安全使
用指导员制度，强化生产过程控制服务，推广绿
色健康种植养殖方式，持续实施农药、兽用抗菌
药使用减量化行动。采取“一个问题品种、一张
整治清单、一套攻坚方案、一批管控措施”的精
准治理模式，围绕种植、养殖、屠宰、批发销售、
生产加工等环节，实施网格化监管。

强化制度创新，全市大力推进食用农产品
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督促指导生产“13+
N”品种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在农产品上
市时开展检测并开具合格证。对“13+N”品种
加大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在市
场销售过程中添加使用禁限用药物，超范围超
剂量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相关违
法违规行为。对问题企业和食品，及时采取责
令停止生产经营、召回等行政强制措施，涉嫌犯
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加大监测监管力度
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在
全市启动为期 9 个月的服务百家企业（项目）

“五个一”专项活动，在检察职责范围内引导企
业内部挖潜，服务市场主体安心发展。

组建“一对一”服务团队，全市两级院组建
由院领导带队、检察业务骨干为成员的专业化
服务团队 45 个，与 108 家企业（项目）结成对
子。开展“一次”调研，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
走访调研，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需求、
管理需求以及发展环境需求，提供法律咨询，为
企业解决难题37个。提出“一个”检察建议，针
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提出对
策性建议，已对企业合规性和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等方面提出检察建议 17 件。组织“一次”法
治宣传，围绕民法典举办涉及知识产权、商业秘
密等内容的系列法治宣讲活动85次，发放法治
宣传资料 900 余份。搭建“一个”检企交流平
台，整合12309热线、服务企业直通车、“两微一
端”等检察服务和信息发布渠道，推送检察机关
服务企业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成效，及时受理企
业诉求。 何 悦 本报记者 佟利德

开展“五个一”活动
服务百家企业

营口市鲅鱼圈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被人们誉为“渤海明珠”。今年以来，鲅鱼圈区积极落实落细营
口市委、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全区上下牢固树立“一点代表全市”的大局意识、“一分决定成败”的责任意识和
“一失导致万无”的危机意识，认真对照创建方案的分工和要求，落实“一把手”负责的领导机制，建立共创联动机制，健全督导
问责机制，建立常态化落实机制，确保全区创城工作深入推进。特别是在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成效显著，让全区百姓感
受到了城市的变化，收获了创城的实惠。

8 月 27 日，首批 120 名文明
交通引导志愿者经过岗前培训
后正式上岗，他们将在全区各大
交通路口开展为期 50 天的常态
化文明交通劝导，为促进全区交
通文明作贡献。

鲅鱼圈区在城市管理方面
下功夫，持续深化开展环境卫生
秩序整治、交通秩序整治、城市商
贸秩序整治、文化娱乐秩序整治
和窗口单位服务秩序整治五大行
动，从群众身边的事情抓起，以

“小切口”改善“大民生”。
今年4月，全区启动了“清洁

家园，全民在行动”及“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万人行动”，清理卫生死
角，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水
平。7 月 24 日，万名党员干部进
社区开展“我爱我家 创城有我”
志愿服务活动，和群众一起清洁
家园，改善身边生活环境。

全区强力推进背街小巷和
线路箱体整治行动，确定由综合
执法部门和工信、住建部门牵
头，多个单位联合行动的机制。
为了形成全民创城的良好局面，
全区还建立了以镇（街道）村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为主体的“我为
群众办实事”入户普及创建知识
专队，目前入户6万户。

加强城市管理规范秩序

港城时讯SHIXUN

“渤海明珠”遍开文明花
——营口市鲅鱼圈区深入推进创城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佟利德

美观大气的楼房、温馨的
米色外墙、重新粉刷的楼道墙
面……8 月 22 日，记者在鲅鱼圈
区海星街道闽江社区新兴街改
造现场看到，已经完成楼体保
温、楼顶防水和外墙喷漆的 56
号、57号楼焕然一新。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居住
环境好了，小区大变样，我们居民
住得舒心。”居民张家振告诉记
者，小区改造前，有不少居民萌生
过换个地方居住的想法，如今小
区变美了，大家都舍不得搬走了。

老旧小区改造只是鲅鱼圈
区加快城乡建设，落实创城举措
的一个缩影。为了高质量推动城
市建设，鲅鱼圈区重点从城市建
设、村居建设、城乡接合部建设和
生态建设入手，不断完善城乡功
能。今年，全区投入8800多万元
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涉及47栋
楼、1946户、19.76万平方米，现基
础配套类施工已完成 90%，外墙
主体类已完成50%。

同时，鲅鱼圈区投入 5200 多
万元开展44项园林绿化工程，目

前 完 成 全 区 栽 植 补 植 行 道 树
8000 余 株 ，仿 泥 木 栅 栏 安 装
1.5 万延长米，砌筑蘑菇石花坛
6200延长米，还实施了全区道路
交通岔路口改造工程等。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目前，鲅
鱼圈区市政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2820.23 万元，完成昆仑大街、平
安大街、银河路等道路大修面积
5800平方米，道路铣刨盖被面积
12.15万平方米，全区调整路边石
8500 米，黑色路面补坑面积为
17040 平方米；完成长江路、营港
路、平安大街等人行道（彩砖）改
造维修面积 2.96 万平方米，人行
道（火烧板）维修面积 8400 平方
米，疏通雨污水管线 3.4 万米，清
掏雨水收水井1.2万口，明渠清淤
3100 立方米，更换电缆 4800 米；
完成惠民小区、淮河路、三家子路
雨污水管线改造 730 余米；全区
更换重型圆井盖 950 余套、轻型
圆井盖 650 余套，更换雨水井箅
780 余套；完成对平安大街沙河
大桥维修。

加快城乡建设提升颜值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提
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的必然要
求，也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鲅鱼圈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钧瑞告诉
记者，当前，营口全市上下正全力
以赴推进创城工作，鲅鱼圈区委、
区政府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以

“创则必成”的决心和“行之必果”
的举措，形成全社会投身创城的
良好氛围。

鲅鱼圈区围绕“一个目标”，
制定“一个清单”，把营口市开展的

十项整治提升行动细化为 14项专
项整治行动和 7 项提升行动。“一
个目标”，即在全市创城指标测评
中“不丢分、得高分、争满分”，出色
贡献鲅鱼圈力量，争取在全省文明
城区年度测评中保持全省领先。

“一个清单”，就是制定相关部门和
镇街创城年度工作任务清单，逐一
梳理，逐一对号，逐一督查。

全区上下意识到，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不能等，不能靠，必须持
续不断地开展高质量工作，深入贯
彻落实全市创城工作动员大会精

神，持续推动工作落实，努力做到
“四动”。

做到上下联动，完善“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
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形成全面创建、全民创建、全
域创建的良好氛围。

做好项目互动，重点是围绕
14 项专项整治行动和 7 项提升行
动，继续深入抓好环境卫生秩序
整治、交通秩序整治、城市商贸
秩序整治、文化娱乐秩序整治、

窗口单位服务秩序整治，树立文明
幸福鲅鱼圈的形象，在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平安建设等方面实现优
势互补、设施共用、资源共享、互动
推进。

加强督查促动，实行“一周一
通报、一月一调度”，畅通各类监督
渠道，督促各单位各部门严格按照
创建目标和指标体系，一项一项抓
好推进落实。

加快全民行动，通过新闻媒
体、宣传栏等阵地，宣传创城意义
和文明礼仪知识，报道创城工作动

态，曝光不文明行为，在全社会营造
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鲅鱼圈全区形成共识：创城
不仅是为了争一个荣誉，更重要
的是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把创
城的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服务群
众、改善民生的过程。通过一系
列创城举措，鲅鱼圈区让全体市
民看到了创城工作对城市发展
的积极促进作用，未来，鲅鱼圈
区 更 将 点 燃 创 城 热 情 ，全 民 行
动，形成全社会投身创城的良好
氛围。

加大推进力度狠抓落实

随着创城工作不断推进，鲅鱼圈区城市面貌更加整洁亮丽。 本文图片由鲅鱼圈区委宣传部提供

秦世霞几十年如一日细心照顾智障小叔子。 郭文斐 摄

组织市民清理路边垃圾。 志愿者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