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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旅游代表团赴日
促销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讯（记者李枝宏）由 市 委
常委、副市长卢林带队的大连市
政府旅游代表团，7 月 12 日—17
日赴日本旅游促销。在日本期
间，旅游代表团拜访了日本自民
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参加了第
20 届 日 本 北 前 船 停 泊 港 论 坛 冈
山大会，与日本旅行业协会、全日
本旅行业协会、日本航空、日本旅
行、HIS、巨龙旅行社等旅游行业
协会和企业广泛进行接触和洽
谈，考察了日本民宿等多个旅游
项目，并就日本旅行社进驻辽宁
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成立独资旅

由于近一个月海藻袭岸，黄金海岸和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海岸沿线均遭受到了大量海藻和垃圾的侵占。
海藻虽然无害，但影响了景区的美丽环境。美丽的海岸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

大家一起来参与“保护海岸”志愿活动

行社进行探讨和洽谈，取得一系
列成果。
我市与北前船停泊港论坛签
订了该论坛明年在大连赏槐会期
间举行的备忘录。借助开通大连
航线 20 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契机，日本航空今年将组织一
架包机来连举办庆祝活动。日本
排名前几名的旅游企业，现已着手
推出大连旅游产品，并组织更多的
日本游客来连旅游观光。明年大
连赏槐会接待的日本游客量将会
大幅度增长，拉动我市入境游客的
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李枝宏

在游客到来前清整完毕。然而因为海藻量
过于巨大，同时在海潮作用下，仍有藻类
记者了解到，近一个月，受连日来的 及垃圾源源不断涌向沙滩，给清理工作带
南风天气和海潮影响，位于黄海之滨的金 来了巨大的挑战。
石滩十里黄金海岸和大连滨海国家地质
7 月 16 日，金普新区水产服务管理站
公园海岸沿线均遭受到了大量海藻和垃 相关人员来到金石滩黄金海岸进行现场勘
圾的侵占。金石滩度假区相关管理部门、 察，管理站高级工程师杜萌萌就海藻袭岸
金石滩旅游集团等区内企事业单位员工、 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说明。海岸
金石滩各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区内驻军 上的海藻名叫马尾藻，
对人类无害，
该藻类
纷纷联手清理海岸，共同捍卫家园的美丽 的大量生长，
也是金石滩区域海洋环境、水
和荣誉，还原给游客一个干净、整洁、舒适 质良好的一种体现，
对水质、对海中生物及
的景区环境。
下海游泳都不会产生影响。
据介绍，景区工作者每天凌晨三四时
由于金石滩是大连地区海带、裙带菜
开始清理，每日清理时长达 20 小时，清理 主产区之一，较为适合马尾藻这类大型
海藻近百吨，确保每日大量游客聚集区域 藻类生长，且目前正值海藻收货季节，受

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
国际研讨会在连举行
本报讯（记者谢小芳）7 月 1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
际智库项目、大连海事大学和中联
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共同
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国
际研讨会在大连开幕。研讨会为
期 3 天，邀请来自中国、印度尼西
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政府、智库和
企业代表，围绕港口规划及临港园
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与可持续发
展、农业及其他重点产业合作等领
域进行交流研讨和项目对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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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
务实合作。副市长温雪琼出席研
讨会开幕式。
温 雪 琼 说 ，互 联 互 通 是 开 放
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血脉经络。面向未
来，大连市将与各国各地区一道，
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纽带，深
化交流合作、扩大贸易往来、促进
文化互鉴，在互联互通中实现更
大互利共赢。
昨日，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
库联盟正式成立。

城市文明 你我同行

本报记者刘湘竹

队”成立了。无论平日还是休息时间，哪里 对于居民的每一次求助他都有求必应，有
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由于上海社 难必帮，竭尽所能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
在中山区青泥洼桥街道上海社区有 区是老城区，
居民楼楼道内电线凌乱，
存在 人。
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身影：一把扶梯，一 很大安全隐患，
张金洲和队员们商量后，
买
2015 年 4 月 22 日，上海社区成立了
个工具袋，穿梭在大街小巷中，这位平凡 来材料，利用业余时间将社区每个楼栋一 “好帮手”
服务站，
并将
“小张电工服务队”
正
又朴实的人叫张金洲。多年以来，他坚持 一排查，
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加固了 23 栋 式更名为
“小张快修服务队”
，
还在社区的帮
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为居民检测电线、 楼走廊的外拉电线，让居民生活环境更加 助下又招募 6 名有各方面特长的志愿者加
电路，维修小家电，他善良热心，有求必 安全。
盟，
现在团队人数已达10人，
他们在张金洲
应，不求回报，他的热心肠，感动着身边每
的带领下，
秉承着
“爱心服务 奉献他人”
的
居民心中的“好帮手”
一个人。
理念，
以最快捷、
最贴心的服务，
为居民排忧
张金洲经常说：
“比起我受到的帮助， 解难。
为辖区居民、
企业维修感应灯、
电线、
常怀感恩 回馈社会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都 电路达200余次，
他们走遍辖区楼宇、
大厦、
1998 年，
张金洲爱人因单位煤气爆炸 不算什么。”他总是认为助人即是助己，尽 企业、
居民，
成为一支家喻户晓人人称赞的
受到重伤，
当时孩子还小，
并患有先天性心 己所能为居民服务，他从不计较得失，为 服务队。
脏病，
不得已，
张金洲只能放弃工作照顾受 了保障居民家中安全用电，维持正常的生
如今，在辖区时常能看见“小张快修
伤的妻子及年幼的孩子，
生活异常困难。
社 活，他无数次地奉献了个人休息时间。
队”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动默默服务、无
区在了解了情况后，
为他办理了低保，
帮助
德光巷住着一位单亲妈妈，带着残疾 私奉献，
在居民心中享有良好的口碑，
而张
他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这让张金洲很是感 孩子，
家里停了一天一夜的电后，
跑到社区 金洲的名字也被大家熟知和认可，电路维
动，
他主动找到社区，
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回 求助，
张金洲二话没说，
立即赶到这位单亲 修找小张，
也成了居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报社区，
回报社会。
他总是利用有限空闲时 妈妈家，当天就恢复了正常用电。此后，张
记者感言：
间到社区的每个楼院、
楼道里转，
看到楼道 金洲定期到她家检查线路，
维修小家电。
他
在很多次的采访中，记者发现，那些
的感应灯坏了，
就主动买来灯泡给换上，
听 的热心肠被居民称赞，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感动我们的好人常常是普通得不能再普
说谁家的小家电坏了，
就主动上门去维修， 了上海社区有一个修电能手。就连辖区单 通的人，他们和你我一样，要面对自己生
这一坚持就是七年。2005 年，张金洲的爱 位有困难也会第一个想到他。2013 年 8 活的困顿，但他们却一直保持着一份对人
人病情逐渐稳定，可是他的儿子却在做先 月，位于长江路的长林饭店，突然电表跳 最深沉的热爱，对社会最无私的回馈。正
天性心脏病手术时，不幸离世，中年丧子， 闸，
当时正值中午用餐高峰，
老板一时找不 是这样的信念，让他们即使面对生活的困
对这个家是个致命的打击，可坚强的张金 到电工，正在家中吃饭的张金洲得知此事 顿，也能在奉献中为自己，为他人播撒下
洲把悲痛放在了心里，在料理完孩子的后 后，
马上放下碗筷赶到长林饭店，
经过检测 一片阳光。
事以后，
来到社区，
找到书记想成立一支队 找到故障原因，
恢复用电，
饭店老板非常感
身边的榜样精神的力量
伍，
找一些有电工特长的志愿者，
一起为社 动，
当场拿出 500 元钱表示感谢，
却被张金

郑 芸 国 身 为 党 员 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相
关规定，经庄河市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庄河市委批准，决定给予
郑芸国开除党籍处分；经庄河市监
察局报庄河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
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区做点有益的事情，
就这样
“小张电工服务

——大连好人

洲回绝了。像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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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第二周情况通报

对整改不力者
将严肃追责
本报讯（记者巴家伟）7 月 10 日-17 日，
中央环保督察大
连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8 个督察组继续深入各地区、各相
关委办局督办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从第
二周督察情况看，
各地区信访办理持续推进，
部分信访案件存
在问题已经整改完毕。各地区信访案件办理进度详见表 1。
但是通过督察也发现部分信访案件办理迟缓，环境问题
未落实整改，督察组已将发现问题书面移交各地区党委、政
府，要求立即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整改进度，做到三个
“不放过”
，
即问题不查清不放过，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人民群
众不满意不放过。问题整改推进缓慢的信访案件详见表 2。

表 1：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
问题整改统计表
地区

信访
案件数

已完成整改
信访案件数

任务整改
完成率

中山区

80

67

83.75%

西岗区

72

68

94.44%

沙河口区

174

135

77.59%

甘井子区

289

211

73.01%

高新园区

70

51

72.86%

旅顺口区

72

49

68.06%

322

210

65.22%

普兰店区

178

57

32.02%

瓦房店市

203

151

74.38%

金普新区
（含保税区）

风向、潮汐作用，致使大量马尾藻涌入金 开展亲海、玩海活动，
全力捍卫景区旅游环
石滩岸边。此类海藻的大面积侵袭并不 境，
维护 5A级旅游景区品牌。
同于赤潮，不属于污染。马尾藻也是海参
在海藻的清理过程中，海岸上也布满
养殖的良好饲料，在农业、药物领域有着 了果皮、塑料袋等大量的人为垃圾，给海
巨大的价值。此藻虽无害但却影响了景 岸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景区也向
区的旅游环境，目前最有效的处理方法 全社会发出呼吁：
“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
便是人工打捞，下一步该区农业局将与 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从身
省农业局、大连海洋大学相关专家就该 边做起，爱护环境、文明游览。”
现象进行立项，做好其生长初期的抑制，
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参与到此次
防止大范围生长。
“保护海岸”志愿活动中来，用实际行动守
截至记者发稿时，景区工作者仍在进 护大连旅游形象。社会团体及个人可以拨
行岸边海藻的清理。
景区管理部门表示，
为 打电话 87900700 进行报名。
给游客营造安全、舒适、美丽的景区环境，
景区将投入全部力量，
广泛动员，
在最短的
时间确保沙滩的整洁、卫生，
保证游客正常

张金洲：他坚信助人即是助己 付出也是获得

庄河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郑芸国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本报讯 据大连市纪委消息，
日前，经庄河市委批准，庄河市纪
委监察局对庄河市教育局原党委书
记、局长郑芸国严重违纪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
经查，郑芸国严重违反组织
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
项，为他人空挂劳动就业关系；
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
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
用职权便利贪占公款，已涉嫌贪
污犯罪。

庄河市

168

126

75.00%

长海县

16

6

37.50%

长兴岛经济区

15

8

53.33%

花园口经济区

14

12

85.71%

备注：表中“已完成整改”的信访案件是指信访案件的
所有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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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文亮

视觉总监：于明龙

2017 大连夏季
房交会昨日闭幕

现场成交及意向成
交近万套新商品房
本报讯（记者徐伯元）昨日，为期 4
天的 2017 大连夏季房交会 （第五十八届
大连房屋交易大会暨海外置业投资展览
会） 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落下帷幕。据
组委会统计，本届夏季房交会约有 18.6
万人次前来观展，现场成交及意向成交
9467 套新商品房，成交面积 87.9 万平方
米。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夏展共有 70 家
企业 75 个楼盘参展，还有部分二手房买
卖服务。同时，本届夏交会上东北地区的
外地购房者数量增多。据了解，面积适中
的海景房以及精装修住房比较受外地购
房者青睐。
此外，与夏季房交会同期同馆举
办的大连国际乐器及音乐文化产业博
览会也于昨日闭幕。据组委会统计，4
天 累 计 接 待 国 内 外 观 展 群 众 3.7 万 人
次。
据悉，2017 年大连秋季房交会将于
10 月 13 日-16 日在大连世博广场举办。

于保辰同志病逝
本报讯 离休干部、东北财经大学原
党委副书记于保辰同志，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病逝，终年 86 岁。

2017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二
校检：
张莉 组版：
鹿文亮

表 2：问题整改推进缓慢的信访案件
序号

地区

信访案件编号

投诉问题

目前整改状态

1

中山区

887

某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山区滨海路风景区内
大连碧保金置业有限公司在开发过程中涉嫌违法破坏绿地。被破坏的绿地是否可生态恢复关系到对开发
挖掘山体，违法砍伐东面山体 1000 余棵林
商的处罚限额，国家对于鉴定工作尚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鉴定工作进展缓慢。
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2

西岗区

2837

西岗区政府函告 214 医院的上级主管单位，要求立即组织恢复污水处理设施。医院依据上级部门“凡是不
西岗区傅家庄原 214 医院房地产开发用地，
涉及住用安全、不属于部队战备训练的项目，尚未开工的一律暂缓开工”要求，污水处理站改造工程暂时搁
破坏了医院污水净化设备并拆除净化池。
置。

3

沙河口区 604、711 等 7 个

沙河口区大可以又一城酒店未批先建、油烟 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督察期间，该酒店迫于压力未开业。督察结束后，该酒店在审批手续未完全齐备的
噪声扰民。
情况下擅自试营业。

4

沙河口区 5274

沙河口区学工街 16 号楼私搭乱建。

5

甘井子区 2227、4668

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企业生产废水及居民
生活用水直接排到砬夏河，严重污染水体环 砬夏河治理工程进展缓慢。
境。

6

甘井子区 2740

甘井子区三寰集团华侨农场石山沟附近被
部分养猪户拒不搬迁，问题整改缓慢。
人承包养猪，
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7

高新园区 140、2226 等 4 个

圣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左右在
高新区小平岛 28 路终点站附近开山劈林，造 该区域大面积劈山，
生态破坏严重，迟迟未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成山体裸露，
扬尘污染。

8

旅顺口区 2904

旅顺口区江西街道大口井村无证开采硅石 旅顺口区国土部门已进行立案查处，但需要区物价、矿产部门出具鉴定报告，以确定处罚方式，目前鉴定工
矿。
作进展缓慢；
区林业部门正在履行处罚和责令恢复原状手续。

9

金普新区 3884、4503、4504

金普新区金渤海岸多个劈山填海项目破坏 该区域填海项目施工现场作业面积较大，存在道路运输撒漏、道路扬尘污染严重、散装物料堆放苫盖不严、
生态环境。
裸露地面扬尘控制措施不力等问题，生态恢复工作开展相对迟缓。

10

金普新区 6785

金普新区小窑湾煤窑村海边水产加工项目 已过海带加工季节，相关水产加工企业已经停产，但该区域环境卫生非常差，现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亟
废水乱排。
待进行环境综合整治。相关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没有明确整改方案和整改时限。

11

金普新区 3884

金普新区北大河河水发黑发臭。

12

普兰店区 1777

普兰店区唐家房街道与大刘家镇交界处、大
沙河与夹河交汇处下游几百米范围内河道 采砂区未实施清理，
土地未恢复原状。
两侧存在盗采河砂，
破坏生态环境。

13

普兰店区 1179

普兰店区莲山街道于店村西庄河套附近多
家养殖户产生的畜禽粪便直排河套内，导致 已下达整改通知，但几家庭院式养殖户拒不整改。
河套堵塞，水源被污染。

14

瓦房店市 3876

本案涉违法劈山、填海、毁林。目前，
瓦房店市国土部门对违法采矿行为已处罚，
罚款尚未缴纳，
已申请法院
瓦房店市土城乡王崴村山林被整体开采，拉 强制执行；
涉嫌触犯刑法问题，
已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正调查处理中。对 26 宗违法使用海域问题，
农业部
土方填海。
门已下达罚款 10 宗，
罚款已缴纳；
剩余 16 宗已立案，
尚未下达处罚决定书。对毁林问题，
林业部门已移送检
察机关，
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
目前正在补充侦查过程中。

15

瓦房店市 3557

瓦房店市赵屯乡光明村于屯居民私自建造
三个大型烧制生产木炭的炭窑设备基地，非 木炭加工生产项目已被责令停止，
炭窑烟囱已拆除，
但炭窑仍未拆除。
法经营烧制木炭。

16

庄河市

123、3798、3821

枫林小镇周边排水沟排放生活污水，臭气熏 枫林小镇住宅区存在未铺设污水收集管网的问题，居民小区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沟内，形成黑臭水体。受
天，影响居民生活。
棚户区改造进度和当地部分居民阻挠等因素影响，污水管网建设工作推进缓慢。

17

庄河市

庄河市太平岭满族乡等乡镇的矿山、石材加 太平岭满族乡等乡镇矿山及石材加工企业较多，在开采、加工，尤其是堆放、运输等环节管理粗放，存在扬
2608 等 8 个、3501
工企业及长岭镇兴元白灰厂对周边环境污 尘污染。长岭镇兴元白灰厂不仅在矿山开采中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在石子加工、运输、存放等方面仅采取
等 4 个信访案件
染。
了洒水等简易措施，
存在突出的粉尘环境污染问题。

18

长兴岛
经济区

6790

长兴岛西中岛千亩树林被毁。

问题整改已被纳入到沙河口区 2018 年的拆除违建工作计划中，但是目前整改工作没有任何实质进展，也
未制定相应拆除方案。

作为解决此问题措施之一的西海污水处理二期建设及一期提标改造工程进展缓慢。该工程于 2013 年 12
月启动，2016 年 12 月 19 日才正式签订 BOT 合同和框架协议。目前已完成场平、污水池基础工程，正在
进行桩基荷载试验。工程进度仅为总工程量的 5%。

未明确违法主体，未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