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要闻

编辑：聂乔

谭成旭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我市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工作任务
本报讯（记者刘晓华）昨天，
市长谭成旭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我市加强东西部扶贫协
作重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
务。副市长靳国卫、
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主任
杨广志、
市政府秘书长衣庆焘等参加会议。
谭成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听取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
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
特别是关
于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
为我
们深入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提高
政治站位，
增强
“四个意识”
，
全面落实省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实
际、
明确工作要求，
查找薄弱环节、
强化措施落
实，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坚决完成中央和省委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谭成旭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工
作部署，
全面对标先进地区，
根据对口帮扶地
区现实需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量身打

本报讯（记者王艺）我市交警部门对
2018 年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中涉及到交通
管理的工作逐条梳理、汇总研究、认真落实
办理，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任务清楚、责
任明确、不挂空档。截至 3 月底，交警部门
接到政府分拨的人大建议及政协提案共
120 件，通过对建议提案逐条梳理，经过两
轮意见征询，已对所有建议提案的办理责
任部门进行了明确，并对涉及多部门共同
办理的建议提案指定了牵头责任单位。
市交警部门表示，建议和提案分主办、
单办、分办、会办 4 种类型，除会办件外，其
他类型均须当面征询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的意见，主办件要将会办单位（其他单
位）的答复意见综合到主办单位的答复意
见中。办理建议提案涉及部门要严格落实
办前拜访、办中走访、办后回访“三访”制
度，确保面商率、答复率和满意率均达到
100%。若代表或委员对办理工作不满意
的，承办部门须进行“二次办理”；承诺代表
或委员予以解决的问题，办理结果为 B 类
（正在解决、已列计划解决）的，责任部门须
制作跟踪办理计划。
市交警部门表示，建议提案原则上全
文公开，承办部门要坚持以“先审查、后发
布，谁主办、谁公开”的原则，对承办的建议
提案答复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公开内
容不涉密，不公开理由充分合理。所有答
复内容均须以书面形式报市交警支队、市
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审批。对答复不规范、
内容不全、态度不认真的，市交警支队一律
予以退回重办；对出现问题造成影响的，将
启动约谈及问责机制。

28 名血友病患者
获救助金 15.6 万元
本报讯（苗慧 记者许晓楠）今年的 4 月
17 日是第 30 个“世界血友病日”。昨日，
以“分享知识·我们更坚强”为主题的世
界血友病日活动暨慈善救助金发放仪式在
市中心医院举行。现场，我市 28 名血友病
患者获 15.6 万元救助金。今年 2 月 8 日，
天润集团 114 名员工捐建了总规模为 500
万元的慈善基金，其中 200 万元用于设立
血友病救助基金，专项救助我市甲型血友
病患者。
2009 年 6 月，中华慈善总会与德国拜
耳公司共同设立了“拜科奇血友病儿童援
助项目”。该项目旨在运用中华慈善总会、
医疗保险、个人共同承担的儿童大病救助
模式，通过捐赠“拜科奇”药品的治疗，
防止血友病儿童的关节损伤，减少致残、
致畸。2015 年 1 月，该项目由药品援助调
整为资金援助，这种新的援助模式除继续
对入组的儿童血友病患者实施救助外，还
惠及到成年的甲型血友病患者。据统计，
我市自开展血友病慈善救助项目以来，已
救助我市甲型血友病患者 1000 余人次，发
放救助金 200余万元。

邀请社会各界参与
食品监督抽样

■开栏的话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
加快解决饮用水水源突出环境问题，
经国务院同意，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为保证这次专项行动在我市取得实效，本报从即日起开设“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专栏，
全面公开报道相关问题清单和整治进展情况，
接受群众监督，
推动工作开展。

我市全面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整治

年底前完成市级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明年年底前完成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本报讯 （记者巴家伟） 近日，生态 要 依 法 科 学 划 定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
环境部和水利部联合召开全国集中式饮 “立”就是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
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视频会 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
议，部署解决当前影响饮水安全的环境 志；
“ 治”就是全面整治保护区内环境违
问题。随后，我市立即召开视频会议， 法问题，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排污口、工业
对专项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今 企业、旅游餐饮、违法网箱养殖、农业面
年年底前完成市级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源污染、生活面源污染等问题。通过上
明年年底前完成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整 述举措，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保
治。
持和改善，全面提高饮用水水源环境安
专项行动要利用两年时间，全面完 全保障水平。
成市级及县区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
根据工作安排，今年年底前，向大连
源保护区“划、立、治”三项重点任务，彻 主城区供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要完
底解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不清、边 成整治；明年年底前，向县区供水的集中
界不明、违法问题多见等问题。
“划”就是 式饮用水水源地要完成整治。

会议强调，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保
专项行动，保护好百姓“水缸”，是深入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要求的一项具体行动，各级政府和
部门一定要勇于担当、敢于碰硬，高度认
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做到
排查无盲区、整治无死角、环境违法问题
全部按期清零；要按照“一个水源地、一
套方案、一抓到底”原则，明确整改措施、
任务分工、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等，对工作不力部门和人员严肃问责；要
强化信息公开，在市级主要媒体上定期
公布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接受百姓监督，
曝光典型案件。

我市广泛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电话：12339

本报讯（夏飞 记者王艺）4 月 15 日是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提高广大干部群
众国家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国家安全人民
防线建设，积极营造“国家安全、我有责任”
的浓厚氛围，连日来，大连市国家安全领导
小组各成员单位在全市广泛开展了国家安
全教育宣传活动。
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和市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利用城市主要
地铁站电子屏播放宣传片，对广大市民进
行《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
《国家情报法》
等国家安全工作重点法律法规宣传，并在
醒目位置公布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电
话：12339。
中山区组织全区副处级以上干部在区
委党校，集中进行国家安全宣传日专题培
训，
并将宣传活动深入到老虎滩街道和昆明
街道等社区；西岗区通过 LED 平安卫士、微
信平台、网站自媒体宣传橱窗等形式进行国
家安全宣传教育，
并召开国家安全教育日警
示教育大会；
甘井子区在兴华街道辖区举办

宣传活动，自制宣传展板、宣传手册发放给
居民，600 余名居民志愿者参加了此次活
动；高新区组织专题学习，并在管委会办公
楼和凌水街道法治广场大屏幕循环播放两
部国家安全专题教育片，制作宣传板 40 余
幅巡回展出；瓦房店市向企业和行业发放
《反间谍法》等系列法规小册子和光盘宣传
资料，促进基层对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
习，在部分乡镇街道设立宣传栏，让群众了
解《反间谍法》，利用银行 LED 屏滚动宣传
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组织专人为当地驻军官
兵进行专题宣讲；
金普新区利用管委会大厅
LED 屏滚动播放全民国家安全日宣传资料；
长兴岛经济区开展
“送法进军营”
等活动，
制
作了 40 余块宣传展板在学校、部队等巡回
展出；大连港集团拓展新媒体传播媒介效
能，发布和转发以“国家安全，我有责任”为
主题的相关文章，
在大窑湾等多处悬挂国家
安全宣传标语，
在客运站等客流量大的场所
播放宣传教育片，
将宣教对象扩大到社会更
广范围。同时，
我市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新时代强军目标，
广泛在驻连部队中
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
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官
兵的国家安全意识、敌情意识，筑牢反奸防
谍的钢铁长城。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
活动，
我市各界反响强烈，
深受教育，
进一步
树立了
“国家安全、
我有责任”
的意识。
市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表示，
国家安全是
安邦定国的基石，是国家的根本利益，维护
国家安全，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走中国
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据悉，2015 年 7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第十四条规
定 ：每 年 4 月 15 日 为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也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首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为“开拓新时代国
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

今起气温一路上扬
本报讯（张小白 记者谢小芳）随着冷空
气和雨水天气的告别，
昨天滨城阳光华丽登
场，
加上蓝蓝的天空、柔和的风，
体感上可以
说是相当舒坦。今天，大连将开启晴暖模

式，气温一路向上，市区全天 9～16℃，只是
风有点大，
午后陆地最大阵风可达 7 级。周
二到周四，大连地区晴间多云，市区全天气
温攀升至两位数，最高气温 19～22℃，最低

气温 10～11℃。周五将迎来“谷雨”，这个
时节雨水会增多，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
长。都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这也意味
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
气温回升加快。

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心上
25 家供热企业获表扬
本报讯（记者吉存）昨日记者获悉，
2017—2018 供热期，我市各供热企业
及各区市县政府、各供热管理部门，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要时刻把
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和“城市要有温
度，先从市民家中的室温抓起”的指示
精神，围绕“一下降两提高”（投诉量
下降，提高办结率、提高满意度） 目标
要求，加强供热投诉处理，在省民心网
供热满意度方面走在全省前列，供热质
量稳步提高。
据悉，全市各类供热诉求渠道接到
的用户诉求（包括省民心网、市民意网、
12345 市民热线及各区热线服务中心）共
计 33622 件。其中省民心网共受理用户诉
求 12843 件，占总量比 38.2%；市民意网
共 受 理 用 户 诉 求 3884 件 ，占 总 量 比
11.5%；12345 市民热线共受理用户诉求
6022 件，占总量比 18.0%；各区供热投诉
服务中心共受理用户电话投诉 10873 件，
占总量比 32.3%。根据省民心网评价率、
民意及满意度指数，经综合评定，并商市
政府督考办，评出优胜单位 5 家，优秀单
位 10 家，良好单位 10 家。

（一）优胜单位
大连裕丰供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育隆物业管理中心
大连城建供热有限公司

正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源热力有限公司

（二）优秀单位
大连市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大连大发电供热有限公司
大连供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大连电厂

大连开热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泉水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庄河市华丰供热站
大连辽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供热有限公司

（三）良好单位
大连渤海吉祥物业管理中心
大连瓦房店市新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大连旅顺银山供热公司
大连北市万家供热公司
大连国华供热有限公司

大连旅顺开发区供热公司
大连广宁供热有限公司
大连德泰金石供热有限公司
大连嘉宏供暖有限公司
大连西岗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强烈担当精神
举贤荐能促发展
（上接 1 版） 广大干部群众要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高度来看
待举贤荐能，把带头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作为己任，当好净化
和修复政治生态的“护林员”。要用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的视野来看待举贤荐能，把确保事业后继有人作为
己任，不断强化为事业举荐人才政治担当。要在推动大连振
兴发展的站位上看待举贤荐能，把向组织负责任地推荐干部
作为己任，努力为大连奋力开拓“两先区”建设新征程提供
“新动能”
。
以开阔的胸襟境界，在举贤荐能中体现公道正派。公道
才能选贤，正派才能服众。举贤荐能，要求参与谈话的干部
群众，既要有心底无私的道德素养，又要有出以公心的境界
坚守。要公平对待干部，坚持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长
短，不以“地域”划线，不以“圈子”划线，不以“私交”
划线，不以“感情”划线，切忌心中有亲疏、看人有远近。
要公正评判干部，自觉摒弃个人主观喜好，客观地评价干
部，讲实话，讲真话，讲公道话。既要谈足成绩，又要指出
问题，不当“老好人”。要公心举荐干部，以对事业高度负
责、对组织高度负责、对干部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掺杂任何
私心杂念地举贤荐能，争当不拘一格发现和举荐优秀年轻干
部的伯乐。
以科学的方式方法，在举贤荐能中体现精准识人。参与
谈话的干部群众，要为组织选人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
把掌握的干部特点讲透，把了解的情况讲清，切实为组织考
准考实干部提供精准参考。谈话内容要全面，既要谈其政治
表现、担当精神，又要谈其能力素质、作风实绩；既要概括
性评价干部特点，又要举事例加以佐证；既要谈其长处，又
要论其短处。要多用具体的事例说话，多用群众的口碑说
话，多用公认的实绩说话。尤其谈干部存在的问题或缺点不
足，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切实为干部健康成长“剪
枝”
“修型”
，更为组织选准用好干部把好关口。

春季房交会昨日闭幕
本报讯 （记者徐伯元） 昨日，2018 大连春季房交会 （第
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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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 4 天成交及意向成
交房屋 6618 套。其中，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
区参展楼盘成交 2107 套，旅顺分会场成交房屋 457 套。
本届春交会共有 85 家房企 91 个楼盘参展，涵盖了市内主
流楼盘，还有海外项目及旅顺分会场 12 个楼盘。我市 3 月推
出住房限购政策，让今年的春交会格外引人关注，很多购房
者希望通过展会近距离了解最新市场信息，同时展会也吸引
了众多业内人士的目光，房交会的“风向标”作用更加凸显。
据组委会介绍，从展会现场 4 天成交情况看，刚需购买占
比最高。购房者中有购买婚房的小夫妻、初入职场的年轻一
族，还有打算毕业后留在大连工作生活的在校大学生。不少
参展房企也表示，本届房展的观众质量较高，限购政策抑制
了以往投资投机的购房者，来看房的大多是刚需人群，成交
意向非常高。
昨日，第二届中国 （大连） 餐饮连锁加盟暨创业项目
展、2018 馋嘴吃货节∕FBA 小吃巡演在世界博览广场同期闭
幕。

2018 年旅顺春季房交会
成交 457 套
本报讯（李遥鹏 蓝洪 刘力萱 记者许明）2018 年大连旅顺
春季房交会昨日在旅顺世达广场落下帷幕。本次春交会共确
认成交商品房 457 套，较上届春交会同比增长 52.84%；成交面
积 3.6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6.58%；成交金额约 3 亿元，同比增
长 63.9%。其中外地购房者占 54%，大连购房者占 29%，本地购
房者占 17%。购房者中以刚需改善和养老度假为主，分别占比
为 65%和 35%。
本次旅顺房交会，以“宜居旅顺口、健康生活城”为主题，以
全区一盘棋、共同推介旅顺为宗旨，以立足整体宣传旅顺宜居
环境为目标，以宣传旅顺与宣传房交会、樱花节，互宣互推、互
动互促为原则，采取新媒体、传统媒体多载体宣传相结合，党政
群团协同联动宣传相结合，旅顺多节庆活动互融相结合，旅游+
文化+地产相结合，大连—旅顺春交会主、分会场互动相结合方
式来借力共推、共宣，达到全区各部门互联、互宣、共享、共赢。
本届房交会是大连市出台限购政策的第一届，旅顺口区既
不限购也不限贷，促使主城区购房人群外溢；加之旅顺特有的
宜居人文环境资源，区位、配套优势，也吸引更多外地人购房，
全国知名企业布局旅顺，养老、居住、投资、置业。较上届旅顺
春交会，参展的 14 个楼盘项目，各项目价格均有一定涨幅。旅
顺口区委区政府注重向质量型、健康型、功能性发展，着力加强
宜居环境、完善设施配套、配强前景优越的医疗教育资源和城
市综合基础配套，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其中地铁 12 号线提
速，三甲医院拟规划建设等利好，也促使旅顺口区域内整体楼
盘销售火爆。

“创业大连·梦响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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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云漫画——无人机科普/时间：4 月 16 日 9:00 地点：
大连云工场 电话：15840875410
2.创客实训营——如何节约企业所得税/时间：4 月 16 日
14:00 地点：知你小巢 电话：0411-84978095
3.大话人工智能——音响发烧友工社/时间：4 月 16 日 18:
30 地点：大连理工大学π空间 电话：18641505001
4.创业实训——邵馨漪/高企申报难点解析/时间：4 月 17
日 13:30 地 点 ：大 连 市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服 务 中 心 电 话 ：
0411-39073211
5.BEC—Failure：The Fther of Success/时间：4
月 17 日 18:30 地点：COCOSPAC 电话：0411-65858598
6.COCO 技术论坛——程序猿面基大会第三期/时间：4
月 18 日 13:00 地点：COCOSPAC 电话：
0411-65858598
7.创业课堂——百度系列产品介绍-百度信息流/时间：4
月 20 日 13:00 地点：创业大厦 创业公社会议室 322 室 电话：
15734115860
8.创业沙龙——新媒体环境下的共享经济/时间：4 月 20 日
16:00 地点：东软 SOVO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A15-104 电话：
0411-84832281
9.创业沙龙——外籍创业者沙龙/时间：4 月 24 日 15:00
地点：
COCOSPACE 电话：
0411-65858598

主办：大连市创业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方式：0411-65852246

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张丽霞）今年 3 月，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通过大连广播电视台、大连健
康指南、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管等 5 个微信公
众平台，针对 26 个食品类别 152 个食品向
社会征集市民认为的“十大不放心食品”信
息，收到投票 23072 票，位列前十位的食品
确定为本次的“十大不放心食品”，包括：酱
腌菜、咸菜；鱼、虾丸（滑）；鸡肉；熏煮香肠、
火腿制品；火锅底料；烤肉串；方便面；猪
肉；速冻水饺 （馄饨）；西红柿。并依据结
果制定了专项抽检方案，对排列在前 5 位的
食品，各抽取 30 个样品，后 5 位各抽取 10
个样品，合计抽取 200 份样品。日前，该局
组织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媒体记者、
社会公众代表一同参与“十大不放心食品”
专项监督抽样工作，先后在马栏市场、新隆
嘉超市吉祥街店、解放广场极品汇农超大
市场进行了监督抽样，共抽取 6 批次样品。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自 2016 年起即开
展了“十大不放心食品”征集和抽检工
作。每次抽检结果均及时在市食药监管局
网站公示。针对抽检中的不合格产品，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组织市、县两级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对经营单位依法进行了查
处，相关监管部门将视情况开展专项整治
活动。

作科技支持，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要有
效组织劳务协作，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精准
对接机制，提高劳务输出脱贫的组织化程
度。要全面加强人才支援，选派优秀干部挂
职，广泛开展人才交流，促进观念互通、思路
互动，
技术互学、作风互鉴。要进一步加大资
金支持，
根据全市财力增长情况，
逐步增加扶
贫协作财政投入。要广泛宣传动员，凝聚社
会力量，
形成帮扶合力，
推动我市对口帮扶地
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确保面商率答复率和满意率均达到100%

市交警部门认真办理
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

造”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计划和三年行动方
案，以更加深厚的感情、更加明确的目标、更
加有力的举措和更加扎实的行动对症下药、
靶向治疗，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
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努力实现从
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深刻转变。
谭成旭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双方
高层联席会议制度，
开展定期互访，
研究部署
和协调推进扶贫协作工作。要积极开展产业
合作，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加大产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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