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今日关注 微信：lswbwx 2019.9.6 星期五 首席编辑 梁波 美编 颜威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9月5日，第七届
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我省推荐的候选人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六O研究所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大连
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辅导员曲建武获
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刘娟等8人被授予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全国道德模范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6部

门联合评选，从2007年开始每两年组织评选一
次。目前，我省共有郭明义、罗阳、姜妍等15人
当选，55人获提名奖。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群众踊跃参与，社

会反响强烈。
近年来，全省各地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着力弘
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
建设工程，涌现出一批事迹突出、品德高尚、群

众认可度高、示范引领作用大的先进人物，通过
广泛组织道德模范学习宣传、“辽宁好人”评选、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场交流”等活动，广泛
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道德实践，有力推动形成讲
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良好文明风尚，不断促
进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全面提升。

我省4人当选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琦报
道 目前，经开区、中德园管委会等64个职位面向
国内外公开选聘，其中包括4名高管和12名中层
干部职位。薪酬上各岗位标准均高于体制内同级
别人员薪酬标准，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如
管委会副主任年收入不低于45万元，上不封顶。

昨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铁西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经开区、中德园管委
会、中德开公司、中德发公司的对外公开选聘的
相关事宜。

今年5月，铁西区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研究推
进经开区、中德园机构改革工作。7月末，启动区
内全员竞聘工作。共有308人参加竞聘，产生131
名聘任人选，目前，区内竞聘人员已全部到岗。

经开区、中德园党群工作部部长李桂君表
示，还将拿出64个职位，面向国内外公开选聘
经开区、中德园管委会副主任、中德开公司副总
经理、中德发公司副总经理等4名高管、管委会
综合改革部部长等12名中层干部及48名工作
人员，全部实行企业化管理。

管委会各部门及中德发公司48个工作人
员职位，9 月 20 日报名截止，9 月 28 日组织笔
试，10月13日组织面试。管委会副主任职位、
部门正副职，中德开公司副总经理，中德发公司
副总经理、招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招商局
局长、综合局局长等中高级管理职位，10月9日
报名截止，10月20日组织面试。

管理职位不设笔试环节，经资格审查，每个
职位拟确定2-8人参加面试，面试方式均以半
结构化面试为主。

薪酬上，各岗位标准均高于体制内同级别
人员薪酬标准，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管
委会副主任年收入不低于45万元，上不封顶，
中德开公司、中德发公司副总经理年收入不低
于40万元。”李桂君说，各职级人员基本工资按
月发放，绩效奖励依据工作业绩兑现。

李桂君表示，将在智联招聘网、辽宁人事考
试网，全国专业人力资源网络平台及主流媒体发
布招聘公告。9月中旬，将走进清华、北大、上海交
大、东北大学、大连理工等院校，开展校园招聘。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张阿
春报道 9 月 8 日，沈阳将举办国际马拉松比
赛，沈阳地铁将在比赛当日将部分车站首班车
发车时间提前半小时，并增加车次、在重点区
域增派工作人员。

具体为在沈阳地铁二号线蒲田路站、航空
航天大学站，九号线怒江公园站首班车发车时
间由原6:00提前至5:30，人杰湖公园站加开一
列首班车，发车时间为5:30，线路途径车站首班
车时间也随之提前。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吉向前
报道 2019沈阳国际马拉松定于9月8日8时至下
午2时举行，将有2万余人参加比赛。交管部门
将于9月7日下午对赛事沿线静态秩序开展管
控，请在赛道边石下停车的车主提前挪走车辆。

马拉松起点及全程终点设在天赐街/浑南
二路南侧；迷你马拉松终点设在金阳大街/临
波路北侧；十公里马拉松终点设在南堤西路/
南京桥西侧；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北堤路/盛
京大剧院北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将于赛事期间对部分道
路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因马拉松赛道需全线净空，赛道边石之下
禁止各种车辆停放，禁止堆放各类物品。赛道

边石上停放的机动车请遵守“入位、顺向、头
齐、守时”的停车要求。赛事期间，对于在涉赛
管控区域内违法停放的机动车辆，公安机关将
依法予以清理和拖移。沈阳交管部门将于9月
7日下午对赛事沿线静态秩序开展管控，重点
街路为天赐街（东北国际医院）、南堤西路（长
白岛森林公园）、金阳大街等路段，请车主提前
挪移机动车辆。

马拉松赛道两侧沿街单位、小区等有进出
口的停车场，请设置专人负责看管停车场出入
口，赛事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出入停车场。

9月8日比赛当日5时至15时，赛事沿线及调
流区域范围内禁止一切货运车辆及危化品运输
车辆通行。南二环路/新立堡立交桥至阳光路匝
道禁止限高2.8米以上货车通行。

7日下午清理边石下停车

沈马比赛日 地铁部分车站首班车提前半小时

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王沪宁会见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代表

我省将定期对已经认定的“辽宁老字号”进
行动态管理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调整出“辽
宁老字号”队伍。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由省商务厅介
绍关于培育和塑造辽宁老字号品牌的有关情况。

2006年以来，商务部先后开展两批“中华老
字号”认定工作，共认定“中华老字号”1128家，
其中我省 34 家，排全国第 9 位。我省先后于
2013年、2017年开展两批“辽宁老字号”认定工
作，共认定“辽宁老字号”80家。目前，我省拥有
省级以上“老字号”企业114家。这114家老字
号平均年龄 136 岁，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
62家。从行业分布看，114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百
货零售、餐饮服务、食品加工、酒水饮料、中医
药、轻工工艺等十几个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领域。

114家老字号企业
七成营收增长

去年，全省 114 家老字号企业合计实现营
业收入 3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 %。114 家

企业中，有 87 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占比
达 7 成，其中 46 家企业的增幅达到两位数，占
比为40 %；企业的整体利润增长10.2 %，其中
83 家企业实现了利润增长，占比 72.8 %。全
省 114 家老字号中，拥有非遗技艺的企业 58
家，占比50.9 %，其中4家国家级非遗，15家省
级非遗，39家市级非遗以及市级以下非遗。

我省老字号企业
“增加新产品”占19.5%

我省大部分老字号企业经营方式已由原
来的作坊式单体经营转变为现代连锁或集团
化经营。据对72家老字号企业抽样调查，我省
老字号企业在经营发展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
为“增加新产品”占19.5%，其次是“提高服务水
平”占18.3%，接着是“改善经营环境”占13.4%，
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增加新的工艺技术”“增
设新的分公司”“降低成本”“ 增加宣传广告”

“增加新的生产线”等措施来促进自身发展。

将老字号比较集中的地区
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

近几年，我省鼓励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到学校
兼职任教、授徒传艺；鼓励老字号探索建立职业
经理人制度；鼓励和支持老字号企业及相关单位
收集、整理、保管、展示老字号史料；开展对技艺、
理念、经营管理、文化等特色的研究，深入挖掘商
业文化内涵。将老字号比较集中的地区划定为
历史文化街区，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确定为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建筑进行原址保护。同时，挖掘
全省各地历史文化资源，建设老字号特色商业街
区，汇聚各类老字号店铺，增加城市人文景观和
商业功能。推动建立健全老字号品牌价值评估
体系，量化老字号无形资产价值并依法确认所有
权，为老字号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百货商超设立
更多老字号品牌专区

下 一 步 我 省 提 出 持 续 开 展“ 辽 宁 老 字

号”认定工作，每两年组织认定一次“辽宁老
字号”，并定期对已经认定的“辽宁老字号”
进行动态管理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调整
出“辽宁老字号”队伍。出台保护和振兴发
展老字号的政策，印发《辽宁老字号认定及
保护促进办法》推动全省老字号工作科学有
序进行。

同时，在出入境口岸设置老字号展销厅，
在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商场、大型超市设立更
多老字号品牌专区。

开设“辽沈老字号网上商城”，规划建设
若干老字号特色商业街区、老字号主题博物
馆，依托规模以上老字号企业建设老字号特
色小镇或创意产业园，开发“辽宁老字号“伴
手礼，打造辽宁老字号 IP，通过“老字号+非遗

“、”老字号+旅游“、”老字号+演艺“等模式，
打造辽宁特色旅游产品，并通过“乐游辽宁”
一起推介，助推文旅产业和老字号同步发展
壮大。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淼

我省拥有省级以上“老字号”企业114家
平均年龄136岁 老字号集中区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

经开区、中德园等公开选聘64个职位
管委会副主任年收入不低于45万元 上不封顶

相关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
指示，向受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的祝
贺。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
央文明委评选表彰新一届全国道德模范，这对
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量、促进全社会向上向善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全国道德模范体现了热爱祖
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砥砺前行
的奋斗精神，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的高尚情操。
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

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
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社会主义
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
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和道德支撑。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5日上午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会见了受表彰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参加会见并在座谈会上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
示。随后，他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充分发挥榜样力量，广泛
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让典型模范不断涌现，让文明新风吹遍每个角
落。

座谈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张富清等58位
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张
佳鑫等257位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第七届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湖北省军

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马旭，第
七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飞行员刘传健，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
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
姚玉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分别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出席上述活动。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代
表，往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中央文明委委员，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宣传部部长、文明办主任等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