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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总工会

党旗最红 劳动最美
系列报道 做最美逆行者 让生命里充满感动

丁仁彧用无疆大爱书写生命的传奇。本人供图

一个心里有爱的人，会倾情他的所有；一个
心中装满别人的人，肩上扛的是担当；他牢记医
生的使命，第一时间就要站在患者最需要的地
方；与死神“拔河”，他的心中早已吹响了战斗的
号角：“一定要他活！”

这不是一句空喊！辽宁支援湖北重症医疗
队领队、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
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丁仁彧，用无疆大爱书写
生命的传奇。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从甲流疫情组建ICU病房到H7N9重患的
救治；从救治鞍钢爆炸伤员到抚顺清原洪水救
灾，再到本溪爆炸伤员救治，哪里有需要，他的
身影就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丁仁彧主

动请缨，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的队长，带领
150名来自全省重症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奔赴
武汉抗疫前线，集中救治重症病人。

在接管病房伊始，面对防护物资不足、抢救
仪器设备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丁仁彧和队员
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他带领
医疗队员一边改造病房、救治患者，一边制定重
症医学相关的流程和各种规章制度，创造性地
实行病人的分级管理，并根据疾病和患病人群
的特点，提出“辽宁方案”。

抢救病人 连续创造多个“第一”

救死扶伤，时间和效率就是生命。为此，他
快速成立精干“尖刀排”，向在场同行倾囊传授
自己的专业知识，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技改，连续
创造多个了不起的“第一个”！第一个使用“气

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技术”、第一个应用“EC-
MO”救治技术、第一个 ECMO 联合免疫吸附、
第一个 ECMO 进行 CT 转运检查、第一个对医
疗护理质量进行追踪改进“质控小组”，这些“第
一个”带动整个院区救治技术的提升，创造了责
任病区 40 天零死亡的记录，应用 ECMO 共 25
天，成功救治35位极危重新冠肺炎病人。

目标就是让重症病人活下去

丁仁彧，这位年轻的重量级专家，过硬的医术
从不张扬，骨子里藏着质朴与低调。因为在工作岗
位上一直敢打敢拼，先后获得中国五四青年奖章、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其实荣誉是一种激励和纪念，作为一名重
症医生，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让重症病人活下
去。”他告诉记者。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一、北京聚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劳动
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北京聚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2021 年 5 月 6 日，兰某等人

投诉北京聚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经查，北京聚点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沈阳中旅万科城项目中涉及拖欠33名农民
工工资总计45万元。2021年5月12日浑南区人
社局对该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
指令书》，要求该单位限期支付农民工工资。

处理结果：北京聚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1年5月13日支付兰某等33名农民工被拖欠
的工资45万。

二、大连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劳
动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大连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2021年1月22日，马志永等
22名劳动者投诉大连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经核查，涉案项目
为大连寓薇贸易有限公司新建 3#、4#、5#车间
项目，建设单位为大连寓鼎实业有限公司，施工
总承包单位为大连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该项目拖欠马志永等 22名劳动者 2019 年 12月
21日—2020年6月2日工资合计118.91万元。

处理结果：2021年3月29日，大连金普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单位下达了

《限期整改指令书》，公司逾期未履行。2021年6
月 24日，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依法向该单位下达《行政处理决定书》，公司至
今未履行。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

三、辽宁京海矿业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辽宁京海矿业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2019年2月20日，岫岩满族

自治县劳动监察大队接到投诉，称辽宁京海矿
业有限公司存在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问题。
经查，辽宁京海矿业有限公司拖欠石丕海等 26
名劳动者劳动报酬为20万元。

处理结果：2019年2月20日，岫岩满族自治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向辽宁京海矿
业有限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责令限期核实并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经多
次调解无果，2020年8月10日依法定程序对该单
位下达了《关于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的行
政处理决定书》。法定期限内该单位未履行处理
决定，也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2021年 3
月25日，县人社局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4月
25日，岫岩县人民法院裁定立案执行。

四、抚顺荣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劳
动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抚顺荣铮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2020 年 11 月 24 日，抚顺县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陆续接到宋喜刚等65人举报
峡河名郡建设项目负责人王铮拖欠工资合计
134.87万元，经调查核实，欠薪情况属实。

处理结果：抚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于2021年1月15日对抚顺荣铮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下达《抚顺县劳动保障监察整改指令书》，
责令该公司限期支付被拖欠农民工工资，在规
定期限内该公司拒不整改。2021 年 4 月 1 日以
留置送达的方式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书》，对该公司处以1万元罚款。

五、东港市沈达江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拖欠
劳动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东港市沈达江海大酒店有
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2020年5月8日，东港市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接到东港市沈达江海大酒店员工
投诉。经查实，东港市沈达江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拖欠丁忠良、谷源鹏等54名员工2019年4月-11
月、2020年1月-5月工资共计88.05万元。

处理结果：2020年7月29日，东港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
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支付，该单位途期拒不支
付。2020 年 9 月 9 日，依法作出《东港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处以
罚款人民币2万元。2021年4月9日，东港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其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2021年5月26日，东港市人民法院作
出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

六、彰武凤达禽业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彰武凤达禽业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2021年5月，彰武县人社局

接到投诉，反映彰武凤达禽业有限公司存在拖

欠劳动者劳动报酬问题。经查，该公司存在拖
欠张某某等 17名劳动者劳动报酬 6.94万元，并
且未按期执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

处理结果：彰武县人社局依法对彰武凤达
禽业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理、处罚，
并将其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推送至

“信用阜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实
施联合惩戒。

七、盘锦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拖欠劳动
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盘锦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盘锦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拖欠孙旭东、齐永峰、李明
等3人工资2.06万元。

处理结果：2021 年 5 月 6 日，盘锦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
指令书》，要求该单位支付拖欠职工的劳动报
酬。该单位逾期未履行。2021 年 5 月 27 日，依
法向该单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 2021
年6月4日送达，要求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支付
拖欠职工的劳动报酬。

八、盘锦方大实业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违法主体全称：盘锦方大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经查，盘锦方大实业有限公

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拖欠侯遵永工资2.53万元。
处理结果：2021年4月19日，盘锦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
指令书》，要求该单位支付拖欠农民工的劳动报
酬。该单位逾期未履行。2021 年 5 月 27 日，依
法向该单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 2021
年6月3日送达，要求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支付
拖欠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辽宁省人社厅公布2021年第三批8起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件

一建筑公司拖欠22人工资118.91万
为加大对拖欠劳

动报酬违法行为的惩
戒力度，进一步警示和
震慑有拖欠劳动报酬
倾向的用人单位，切实
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等合法权益。

近日，辽宁省人
社厅公布了 2021 年
第三批 8 起拖欠劳
动报酬典型案件。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辽宁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通告，
26 批次不合格食品被曝光。其中，沈阳产 1 批
次饮用水因溴酸盐项目超标上黑榜。

日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完成了食品
安全抽检 651 批次，涉及饮料、调味品、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肉制品、蔬菜制品、水果制品、餐
饮食品、食用农产品8大类，其中合格625批次，
发现不合格26批次。

在被曝光的不合格食品中，有 1 批次沈阳
产饮用水上黑榜。具体信息为标称生产企业名
称为沈阳蓝悦美和矿泉饮品有限公司生产的1
批次蓝悦锶泉饮用天然水，该批次饮用水的生
产（加工/购进）日期/批号为2020/7/13，规格型
号为550ml/瓶。

对本次公布的不合格食品，辽宁省市场监
管局已责成相关市局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并及
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向社会公开。

夏季瓶（桶）装饮用水消费量大，有关专家
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瓶（桶）装饮用水前需仔细查
看标签上的产品名称、净含量、制造者的名称、
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标注是否规范。
天然矿泉水要特别注意查看标签是否标明水源
地名称及通过国家（省级）鉴定认可的批准号、
特征界限指标、溶解性总固体、主要阴阳离子含
量范围等；纯净水是否标注了“饮用纯净水”字
样等，如内容不全，建议不要购买。

同时，也要关注外观。优质的饮用水包装应
由PC材质制成，透明度高，表面光滑清亮，瓶盖

密封完好；如果包装外观颜色发黑、发暗，透明性
差，有其他颜色或絮状物的沉淀，则不宜购买。

26批次不合格食品被曝光
沈阳产1批次饮用水上黑榜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抽检
信息通告，26批次不合格食品被曝光。其中，
沈阳产1批次饮用水因溴酸盐项目超标上黑
榜。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我省第一批100个
“揭榜挂帅”项目
98项被“揭走”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报
道 今年以来，我省分两批次发布“揭榜
挂帅”项目榜单173项。截至目前，第一
批面向省内外发布的100项“揭榜挂帅”
科技攻关项目榜单，已有 98 项成功揭
榜。第二批通过“揭榜挂帅”科洽会面
向全国发布的 73 项“带土移植”项目榜
单，已有67项与域外人才团队达成合作
意向。这是日前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
到的。

据介绍，我省今年发布的榜单，全部
由产学研联盟盟主或骨干龙头企业，围
绕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和全省重点发
展的24条产业链、31条创新链建设需求，
梳理凝练技术问题，提出“揭榜挂帅”技
术需求，均属于“技术攻关类”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