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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辽源人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详见今日三版专刊

本报讯（记者 刘鹰）3
月 15日，记者从市气象局了
解到，2018年 11月至今，我
市平均气温为零下 7.5摄氏
度，比历年同期高 2.2 摄氏
度。降水量为 27.6毫米，比
历年同期少16.5毫米。气温
呈现出回暖早、冷暖变化幅
度大的特点。

市气象台提醒广大市

民，由于目前春季回暖早，
水稻育秧和玉米播种的适
播期可能提前。但受冷暖
变化幅度大的影响，气候回
暖不稳定，会有阶段性低温
天气出现。建议农民朋友
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各
地条件，适当安排备耕生产
工作。同时，受入冬以来气
候干燥、气温回升快、大风

天气增多等影响，要注意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和农林业
病虫害防治工作。

据了解，为保障春播和
降低火险等级创造有利条
件，市气象局已做好春季人
工增雨作业准备工作，将在
合适天气条件下，抓住一切
机会努力增加有效降水作
业，最大限度增加降水量。

今年春季：气温回暖早 春耕生产或提前

本报讯（记者 王茵）3月
20日，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袜
业采购交易会在世博园展馆
隆重启幕，我市东北袜业园
40户企业、55个精装展位掀
起盖头，迎接国内外各大知
名袜业企业、经销商、参展商
瞩目。

上海国际袜交会有着 14
年的发展历史，是国内外各
大袜业名企、参展商、经销商
共同关注的业界盛会，也是
各类袜子产品的饕餮盛宴。
自 2015年起，以东北袜业为
代表的辽源参展商团队连续
五年参会，每次参展企业、展
区面积、参展人员均创展会
之最。今年，园区以“大数
据+一厂一品”为主题，参展
面积达 2880平方米，参会人

员500多人，仍为本届展会无
可替代的实力、风采、颜值多
面担当。

作为辽源市主导产业和
吉林省特色产业，目前，东北
袜业园以打造集原料加工、
装备、包装、物流、研发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为目标，目前
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规
模的纺织袜业产业集群，结
合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园区还实现了由生
产型向综合型的全面转型。

园区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上海国际袜交会这一平
台，与同行业及各界朋友展
开更具广度和深度的长期合
作，扩大经贸交流，促进产业
发展。我们相信，合作是所
有参展商、经销商的共同愿

望，友谊就是架起合作的最
好桥梁。希望通过此次盛
会，共同把握机遇，不断拓展
合作领域，互通有无，共同发
展，共创美好未来。

作为参展企业，园区许
多参展商表示，上海国际袜
交会与两年一届的中国辽源
国际袜交会一道，是全国乃
至国际袜业领域最有影响
力、最具风向标作用的盛
会。他们希望借助国际性展
会的优势，掌握行业动态、了
解前沿信息、预判行业走向，
为未来发展拓展空间、强筋
壮骨。

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
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市就
业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连续五年闪亮登场 风采实力多面担当

东北袜业以强大阵容亮相2019上海国际袜交会

3 月 20 日，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袜业采购交易会在世博园展馆隆重启幕。图为我市东
北袜业园展位。 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人事任命名单
（2019年3月20日辽源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杜宏达、王少玮为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本报讯（记者 于芯）3月
20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八次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兆宇，副主任谷
云山、王宏坤、曲晓波、孙时
光、张凤林，秘书长张铁友及
委员共31人出席会议。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许辉，市监察
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列席
会议。

会议由张凤林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辽源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2019 年全市项目计划安
排》的议案；审议通过了《辽
源市人大常委会 2019 年工
作要点》；审议了《辽源市养
犬管理条例（草案）》；审议
修正了《辽源市人大常委会
议事规则》；审议通过了《关

于举借政府性债务审批程
序的规定》；审议通过了《辽
源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工作办法（试行）》；接受
了辞职事项；通过了人事任
职事项。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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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D微风

“为深入贯彻‘三抓’精
神，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年活
动有序开展，全市法院牢牢
抓住审判执行主线，把服务

‘三抓’工作放在法院工作
的大局中去谋划，切实把服
务保障经济发展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以服务‘三抓’为
抓手，狠抓执法办案质效，
充分发挥审判在促进保障、
规范引导、制裁打击等方面

的职能作用，主动精准服
务，严格规范司法，为全市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日前，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卢本武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坚持制度先行，自觉营
造责任担当新氛围。市中院
制定并在全市法院下发《辽
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服务“三
抓”，为辽源转型发展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的工作意见》（30
条）《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关
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
发展的实施意见》（20条），精
准对接服务保障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切实维护各类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

立足审判职能，自觉服
从发展大局新要求。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可
能涉及黑恶犯罪的强迫交
易、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案
件进行重点梳理排查。严厉
打击杀人、抢劫、爆炸等严重
暴力犯罪和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安全犯罪，严惩非法集资

等涉众型犯罪，维护社会稳
定，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高度关注重点领
域群众诉求，妥善审理住房、
就业、教育、医疗等案件，加
强民生司法保障，依法维护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效化
解民事纠纷，减少对抗，依法
调节经济关系，促进有序竞
争，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执
行工作，穷尽执行措施，建立
解决执行难工作长效机制，
集中打击失信老赖，依法维
护涉民生案件申请执行人合
法权益。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加快环境资源审判专
门机构和审判专业化建设，
推进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
事案件归口审理的审判模式
改革，探索环境资源案件“三
合一”审判模式。

优化营商环境，自觉服

务民营经济新发展。全市
两级法院牢固树立平等保
护理念，确保民营企业与其
他各类市场主体在审判执
行过程中诉讼地位平等、法
律适用平等、权利保护平
等、法律责任平等。依法审
结各类合同纠纷案件，制裁
假冒伪劣、合同违约、商业
欺诈行为。高度关注企业
司法需求，定期到企业走访
调研，建立常态化服务保障
机制。开辟涉企诉讼绿色
通道，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司
法成本，推进营商法治环境
建设。牢固树立谦抑、审
慎、善意的司法理念，严格
适用法律，区分罪与非罪的
界限，特别是严格区分经济
纠纷和刑事犯罪、正当融资
与非法集资等界限，确保无
辜者不受追究。加强对各

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
所有权的司法保护，切实维
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
确保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
投资、专心创业。依法审理
公司纠纷案件，促进诚信经
营理念形成。依法保护民
营企业融资信贷、创新经营
行为，通过采取“活封活扣”
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保
障民营经济发展。

卢本武表示，服务“三
抓”是今年全市法院的重点
工作，是全市法院聚焦、服务
大局的头等任务，全市法院
将凝心聚力、敢于担当、积极
作为，做公平正义社会环境
的倡导者、廉洁高效司法环
境的创造者和法治营商环境
的维护者，助推辽源经济更
快、更好，可持续发展。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卢
本武。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抓环境 抓项目 抓落实”项目建设年

凝心聚力 服务“三抓”
以优质高效审判助推辽源转型发展

——访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卢本武
本报记者 田蓓蕾

本报讯 3 月 18 日至 19
日，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
副司长王冬欣一行到我市，
对推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
展、城区老工业区搬迁、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等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调研，实地了解我
市经济形势及相关工作进展
情况。市委书记柴伟、市长
孙弘分别就全市经济发展重
点工作与调研组进行了交
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蔡宏伟陪同调研。

调研组对我市相关重点

企业及近几年得到国家专项
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实地走
访，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重
点项目建设等情况。调研组
先后深入东北袜业、鸿图锂
电隔膜、格致汽车、汽车改装
厂、华纺静电材料等企业，重
点了解杰牌印染年染纱 6600
吨生产线搬迁改造、德盟欧
众创空间产业链创新创业服
务平台、鸿图锂电隔膜研发
中心、诚鼎精密铸造年产 3
万吨大型精密汽车模具、华
纺静电材料无油剂附有静电

功能 PP 短纤维产业化建设
等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的项
目进展情况。调研组还对我
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情况进行
详细了解，实地踏查了采沉
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湿地
公园建设、东西孟工业园相
关企业生产等情况。

调研组对我市转型发展
取得的成效及老工业区搬迁
改造完成情况表示肯定，认
为我市应进一步做好转型发
展和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等工
作，扎实推进被国家列为重

点工程的仙人河搬迁改造三
年行动计划，争取将成熟的
经验和做法在全省乃至全国
范围内复制推广。调研组在
西安区采煤沉陷区调研基础
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恢复情
况时，详细考察了采沉区综
合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表示在国家下一步制定采煤
沉陷区相关支持政策时，将
结合我市实际困难给予帮
助，提出辽源市应加快精准
确定采煤沉陷区未来发展的
方向和思路。 （吴佳鞠）

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
到我市开展相关调研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锋 王

彦雨）3月 20日上午，市长孙
弘深入辽源经济开发区调研
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

调研中，孙弘详细了解
辽源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布
局、发展规划，并深入德胜家
居有限公司居然之家辽源德
胜店、辽源市肾病医院、鸿图
锂电隔膜公司、银鹰制药公
司、嘉利达明胶公司、麦达斯
轻合金有限公司等单位详细
了解相关情况。

每到一处，孙弘都详细
询问单位发展历程、发展现

状、发展面临的困难、发展的
优势和今后的发展规划。同
时，听取了百康药业负责人
关于百康药业三圣医药基地
项目和辽源欧亚负责人关于
欧亚体验式购物广场项目情
况介绍。

孙弘指出，我市特别关
注、关心企业的发展，也对
辽源的企业发展充满信
心。希望企业能够坚持新
发展理念，增强发展信心和
敏锐性，整合优势资源，利
用好各种优惠政策，不但要
做好打基础的工作，还要着

眼长远做好发展规划，强弱
项、补短板、增特色，增强发
展责任、强化创新意识，推
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相
关企业还要抓好项目的谋
划、落地、建设，推动项目早
见成效，为辽源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活力。

孙弘强调，企业的发展
和项目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服
务。所以，政府要不断优化
辽源发展环境，各相关部门
要增强服务意识，本着“服务
企业发展、服务辽源发展”的
理念，增强服务的主动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更加主动、更
加负责地为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
到的突出难题，促进企业发
展的基础保障工作要做到
位，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
员”。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蔡宏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凤
林及市政府办、市发改委、市
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卫健
委、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管
委会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调
研。

孙弘深入辽源经济开发区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李锋 王
彦雨）3月 20日下午，市长孙
弘到龙山区调研环境整治和
项目建设工作。

孙弘一行先后到辽源南
出口和东出口，察看周边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和“假大棚”
拆除情况，现场听取相关情
况汇报，实地察看环境整治
效果和“假大棚”拆除工作。
孙弘指出，城市出口是城市
的形象，代表着一个城市的
品位。整治提升城市出口环
境卫生，是打造城市靓丽名

片、切实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
要举措。各部门要理清责
任、通力合作，把城市出口周
边环境卫生整治当做一场战
役，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治理
机制，持续加大整治力度，让
城市出口成为展示辽源良好
形象的第一窗口。

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孙弘在调研中
重点察看了寿山镇永治村
田园综合体项目、天楹垃圾
发电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东艺壹品营养配餐项
目和市会展中心项目情
况。调研中，孙弘详细了解
项目运行情况、企业效益、
下一步打算和需要政府解
决的问题，鼓励企业要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
开工、早建设、早见效。孙
弘指出，企业作为全市经济
发展的主体，要根据辽源和
自身发展实际，深挖潜力，
切实做好项目谋划，延伸产
业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孙弘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

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招
商为要”理念，紧盯目标任
务，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跟
踪协调，为项目提供精准服
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
设，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实支撑。

副市长康忠贵，市政协
副主席、龙山区委书记张恒
军以及市政府办、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市城管执法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
和龙山区相关负责人参加调
研。

孙弘到龙山区调研
环境整治和项目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