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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群众路线
理论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李晓岑 田启迪）6月 30日上午，在
建党93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市委宣传部与市社科联
共同举办了“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
设”理论研讨会。

会上，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畅所
欲言。阜新高专原副校长、国务院特贴获得者艾荫
范，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王金瑛，市社科联原主席
李墨，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王紫晨等10名专家学
者，紧紧围绕“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
设”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研讨。大家一
致认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必要
性、紧迫性，有利于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此次研讨会对总结教育实践活动阶段性经验，深化对
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具有推动作
用。

杨忠林会见金凯集团
董事长王富民

本报讯（记者 孙耀辉）6月30日下午，市长杨忠林
在市政府会见金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富民，
双方就加快推进阜新氟化工产业发展深入交换意见。

金凯集团创建于 1994年，业务范围涉及医药、农
药、特殊化学品等行业。金凯集团总部在美国，在大
连有研发公司，在上海和大连设有商务机构。坐落在
我市的金凯（辽宁）化工有限公司是集团的生产和研
发基地，也是氟产业开发区的骨干企业。

会见中，杨忠林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向金凯
集团成立20年表示祝贺，对金凯化工公司对阜新氟化
工产业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他指出，氟化工产
品具有高科技、高附加值、应用广泛等特点，阜新发展
氟化工产业具有资源、人才、技术优势。目前，在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阜新氟化工产
业发展态势良好。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与阜新围绕氟
化工产业发展，在技术研发方面开展了深层次的合
作。同时，氟产业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建设
趋于完善，这为氟化工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杨忠林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金凯集团在阜新发
展，希望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在深化交流合作
中实现互利共赢。

王富民感谢阜新市委、市政府对金凯集团的支持
和帮助，并表示将不断研发新产品，拉长产业链，为阜
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副市长金东海会见时在座。

市委办在“集团帮村”工作中

让群众“拎笤帚上炕”
本报讯（钟河 记者 李之光）6月28日，在建党93

周年到来前夕，市委办公室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契机，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集团帮村”联
系点阜蒙县红帽子镇两家子村开展解决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问题的主题实践活动。

市委办是红帽子镇“集团帮村”的牵头单位。年
初以来，市委办组织各成员单位确定为红帽子镇解决
11个具体问题。经过努力，目前这些实事都在扎实有
序推进。特别是协调资金为两家子村建设的村级卫
生院和文化书屋主体已经完工，但尚未正式投入使
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委办机关全体党员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对卫生院和文化书屋的配套设施、
环境卫生、服务功能等进行收尾式完善处理解决，集
中力量打了一场“攻坚战”，达到了让群众“拎笤帚上
炕”的效果。市委办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真正解决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做法，受到基层干部的肯定
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企业家大会
本报讯（记者 李之光）6

月30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
省企业家大会。市委书记张
铁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齐继
慧、市长杨忠林、市政协主席
李国强在阜新分会场收听收
看会议。

会议指出，一直以来，在
辽宁发展振兴进程中，我省各
类企业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省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下行压

力仍然很大。要充分认识到，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首先要保
持企业平稳运行，稳企业则稳
增长，企业兴则辽宁经济兴，
企业活则辽宁经济活。要在
全社会形成关心企业、尊重企
业、支持企业的良好氛围，促
进企业通过改革创新、转型升
级，提振信心、重焕活力。

会议强调，企业要通过改
革创新培育持久竞争优势，不
断完善内部经营机制和治理
结构，加大科技投入，牢牢掌

握市场主动权。各级党委、政
府要通过转变职能为各类发
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建立健全
支持各类企业发展的政策体
系，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强化创业激励、完善创业服
务、优化创业环境，让创新创
业在辽宁大地蔚然成风。要
推动企业从产业链价值链低
端向高端攀升，由传统模式向
现代模式嬗变，由大众化、单
一化、本土化向专业化、多元
化、国际化迈进，加速转型升

级。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广大
企业家要进一步增强信心，保
持激情，主动作为、勇往直前，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努力促
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各级
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积极作
为，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
真正使企业得到实惠。要结
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全省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强化研究解决困扰企业发
展的难题，抓好各项政策的落
实，完善有关行政不作为的责

任追究机制，努力做到事事有
人去管、去盯、去促，全力以赴
支持企业加快发展、支持企业
家干事创业，努力为辽宁老工
业基地重新焕发经济活力作
出自己的贡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
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采取
一系列扎实有效措施，全省经
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下转第二版）

市委常委召开专题会议

本报讯（钟河 记者 李之
光）6月30日下午，市委常委再
次召开民主生活会准备工作
专题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学习
葫芦岛市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
会做法座谈会精神，观看了葫
芦岛市召开的市委常委班子民

主生活会专题片，讨论研究了
市委常委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
对照检查材料，互相交流了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见，并
就如何高质量开好市委常委班
子民主生活会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开好市委常委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是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中
央和省委提出的明确要求。各
位市委常委要按照省委要求，以
葫芦岛市民主生活会为样板，充
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质
量开好民主生活会。

会议强调，一要进一步修
改完善市委常委班子和领导干

部个人对照检查材料。要进一
步深挖实查“四风”问题，做到
见人、见事、见思想。二要精心
准备相互批评意见。开展相互
批评要直言不讳、切中要害，做
到有事例、有分析、有定性。三
要大力提高党内民主生活会质
量。要通过专题民主生活会有

效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
作风，为今后的民主生活会打
好样、立标杆，进一步提高领导
班子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
通过召开高质量的市委常委班
子民主生活会，把全市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向
一个新高潮。

确保开好民主生活会

市政府党组召开第二次“集体议”专题会议
本报讯（言实 记者 孙耀

辉）6月30日，市政府党组召开
第二次“集体议”专题会议，讨
论市政府班子对照检查报告，
认领市委常委征求意见问题
清单中涉及政府工作的内容，
认领市政府班子征求意见问

题清单，研究专题民主生活会
准备工作有关事宜。

市长杨忠林主持会议。
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召开专题民主
生活会是关系到教育实践活动
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是一项

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各位党
组成员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确保高质量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为全市政府系统作出表率。

会议要求，对于市委常委
班子问题清单中涉及政府工
作的内容以及市政府班子问

题清单，各位党组成员要结合
分工、对照清单、逐一认领，坚
持立行立改，立即着手整改落
实和建章立制，让群众感受到
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变化。
要对照清单找差距，再次聚焦

“四风”，进一步修改完善市政

府班子和个人对照检查材
料。要继续深化交心谈心活
动，特别要在相互批评上下工
夫，既要红红脸、出出汗，更要
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
目的，为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市委书记张铁民亲切看望市委原书记马波同志。 记者 魁武 摄

我市党政领导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

送上党的关怀 致以美好祝福
本报讯（钟河 记者 李之

光 么饶 孙耀辉 冯建平）在
“七一”建党 93周年纪念日即
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张铁
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齐继
慧，市长杨忠林，市政协主席
李国强，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双金，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
员，为他们送去了党的关怀和
温暖，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
党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福。

6月 30日，在市委原书记
马波家中，张铁民关切地询问
老书记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对马波深切关注阜新转型
振兴事业，经常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献计献策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指出，老干部是阜新
革命、建设、改革的功臣，虽
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
始终践行着党的宗旨，以不
同形式为阜新的事业贡献力
量，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
表率。他强调，老干部是党
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在丰富
的工作经历中积累了很多真
知灼见。希望老领导结合当
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多提宝贵意
见，帮助市委、市政府把阜新
的事情办得更好。

马波感谢张铁民对老同
志的关怀，表示将继续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发挥余热。

今年 76 岁的老党员李文
汉退休后积极参加社区党组
织活动，支持社区建设，并组
织社区义务巡逻队，保证楼院
安全。张铁民对他退休后仍
积极为居民服务表示赞赏，并
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
和家庭生活情况，祝老人身体
健康、生活幸福。

张铁民表示，市委将千方
百计照顾好老党员的生活，积

极为老党员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让老党员们切实感受
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让老
党员安度晚年。

30日下午，齐继慧在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曹贵刚的陪
同下，前往新邱区兴隆街道，
走访慰问韩树荣和杨怀玉两
位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
怀和温暖。齐继慧分别来到
两位老党员家中，与老人们亲
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
和生活状况。他说，作为一名
老党员，为党的革命事业抛洒
热血，奋斗了一辈子，人民不

会忘记，希望老人保重身体，
健康长寿。他还嘱咐新邱区
委、区政府要高度重视两位老
党员的晚年生活，从政治上、
生活上、感情上给予关心和照
顾，积极为老党员解决困难，
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在走访慰问中，齐继慧指
出，广大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对他们政治上尊重、
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
上关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我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关
心、照顾好他们的晚年生活，想
方设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

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
怀与温暖，安度幸福晚年。

30日上午，杨忠林来到细
河区，走访慰问基层老党员，
向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节日
祝福。

在学苑街道花园社区，杨
忠林看望了优秀党员高会敏，
并送上慰问金。得知高会敏
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积极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杨忠
林表示肯定。他说，社区是服
务群众的桥头堡，作为基层党
员，就要深入群众中去，及时
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

而得到更多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共建和谐社会。

随后，杨忠林还看望了老
党员陆万成。在关切询问了
老人的身体情况后，杨忠林握
住陆万成的手说，“你为阜新
发展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很大
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杨忠林表示，老党员是我
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关心老党
员身心健康，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临走时，杨忠林送上
慰问金，并祝愿老人身体健
康、生活幸福、老有所为。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