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主任编辑：张东峰 副主任编辑：冯若新 ● 本版编辑：范家郡 校对：杜成鹤 制作：范家郡 地址：辽源市文宁路33号 电话：3227814 邮编：136200 辽源地区天气预报：多云 西南风3-4级 最高气温18℃ 最低气温1℃

中共辽源市委主管主办 辽源日报社出版 新闻热线:0437-3249118 辽源信息港http://www.0437.com

LIAO YUAN RI BAO 总第7997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10 E-mail:j l_lyrb@126.com

吉D微风

2020年3月 日 星期一
庚子年三月初七 三月十二清明

30

本报讯 近日，在收到省
发改委下发的《关于调度
2020年重点领域补短板重大
项目清单的通知》后，市发改
委第一时间收集、筛选、汇
总相关信息，共上报省发改
委重点领域补短板重大项目
111个，总投资636.1亿元。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实
时跟踪、调度重点领域补
短板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提 高 项 目 的 成 熟 度 。 同
时，紧盯国家和省政策导
向，针对国家发改委近期
拟新增的市政基础设施、

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外配套
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物质
储备四个中央预算内资金
投向，进一步加大项目收
集 储 备 力 度 ，协 调 各 县
（区）、各部门，全力争取中
央和省预算内资金以及金
融机构贷款支持。（筱梖）

我市及时收集储备补短板拉动投资项目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
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审议《关于 2019年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等情况的汇报》和
《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
前经济形势的汇报，研究当前
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决定将
有关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

会议认为，经过全国上下
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成绩
来之不易。当前，国内外疫情
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
的重大变化，境外疫情呈加速
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
增长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疫情
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发展
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
挑战。要因应国内外疫情防
控新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
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把重点
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
来，保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态势。

会议强调，要继续抓紧抓
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重点工
作，不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
成效。要毫不放松抓好重点
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做好
医疗救治工作，加强对重症患
者精准施治，最大限度提高治

愈率、降低病亡率。对出院患
者要做好医学观察、跟踪随
访、恢复期康复工作。要完善
社区防控措施，稳妥做好疫情
善后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湖北省要同有关
省份加强对接，有序做好本地
人员外出就业、外地滞留在鄂
人员返程等工作。要继续加
强北京等其他重点地区防
控。要健全低风险地区及时
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
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落
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要求，完善并及时启动相
关防控预案，坚决防止疫情反
弹。

会议指出，要加强对境外
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驻外使
领馆要做好领事保护、防护指
导和物资保障，保护他们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密切
跟踪和分析全球疫情走势，快
速精准识别和管控风险源风
险点，加强口岸卫生检疫，优
化入境流程，落实入境人员集
中隔离要求，安排好生活服务
和健康监测。要推进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
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会议强调，要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各地区各部门要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
有效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
稳”工作，动态优化完善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力争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限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
策调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
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
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
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
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
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落
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加紧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
和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再
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
用，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
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
准金融服务。对地方和企业
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抓紧
梳理分析，及时加以解决，推
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

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
内市场需求，在防控措施到位
前提下，要有序推动各类商
场、市场复工复市，生活服务
业正常经营。要扩大居民消
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
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
消费热度不减。要加强国际
经贸合作，加快国际物流供应
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
通。

会议指出，要抓好农业生
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抓
紧组织好春管春播，加快把支
农政策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气
象灾害防范。要继续抓好生
猪产能恢复，解决好畜牧水产
养殖面临的困难。要加大脱
贫攻坚项目开工复工进度，帮
助贫困劳动力尽快返岗就业，
对因疫情返贫致贫人员及时
落实帮扶措施。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支持湖北有序
复工复产。要加强对湖北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制定专项
支持政策，帮助湖北解决财
政、融资、供应链等实际困难，
支持湖北做好援企、稳岗、促
就业、保民生等工作。

会议对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和专项巡视“回头看”工作
给予肯定。会议认为，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2019年脱贫攻坚
年度减贫任务全面完成，省级
党委和政府责任进一步压实，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成效明显，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总
体解决，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是正确的，
精准脱贫方略是符合实际的，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政治优势。

会议指出，从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和专项巡视“回头看”
情况看，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
依然艰巨复杂，剩下都是最难
啃的“硬骨头”，巩固脱贫成果
的任务非常繁重，局部地方、
有的方面还有薄弱环节和工
作不足，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
的困难和挑战，夺取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要付出更加艰苦的
努力。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保持
定力耐力，防止松懈、厌战思
想，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
风，坚持目标标准、坚持精准
方略、坚持从严从实，保持脱
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继续加
大投入力度、工作力度、帮扶
力度，全面查缺补漏，加快补
齐短板弱项，巩固脱贫成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脱贫攻坚已
经进入决战倒计时，必须提
高政治站位，较真碰硬狠抓
工作落实。要强化政治担
当，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党委
（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书记
要以上率下亲自抓，把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发现的问题和
专项巡视“回头看”指出的问
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检视出的问题等统筹
起来，把问题整改和脱贫攻
坚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一体
整改落实到位。要强化日常
监督，盯住整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不放，严肃查处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搞数
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等问题，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
贫攻坚全过程。要强化组织
保障，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
贫，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基层
党组织作用，注重在脱贫攻
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要
强化成果综合运用，举一反
三促进工作，结合考核、巡视
发现的共性问题，完善工作
机制，增强工作合力，研究做
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十四五”规划衔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
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审议《关于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的汇报》和《关于中央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
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
化，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
延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
持续加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
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形势，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会议强调，要因应
国内外疫情防控新形势，及
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策略和
应对举措，把重点放在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上来，保持我
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
势。

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
人民群众艰苦努力，我国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

复，成绩来之不易。但随着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人
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的
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特
别是境外疫情加速蔓延使
输入性风险显著增加，连日
来不少地方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不断新增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要清醒看到国内
外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不断巩固和拓
展疫情防控成效，决不能让
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
生逆转。

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成
效，就要严格落实内防反弹
各项措施。要毫不放松抓好
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继

续做好医疗救治工作，加强
对重症患者精准施治，最大
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对出院患者要做好医学
观察、跟踪随访、恢复期康复
工作。要继续完善社区防控
措施，稳妥做好疫情善后工
作，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湖北省要同有关省份
加强对接，有序做好本地人
员外出就业、外地滞留人员
返程等工作。要继续加强北
京等其他重点地区防控，优
化防控策略，落实防控举措，
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健
全低风险地区及时发现、快
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的常态化防控机制，落实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要求，完善并及时启动相
关防控预案，坚决防止疫情

反弹。
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

成效，就要坚决做好外防输
入各项工作。要密切跟踪
和分析全球疫情走势，快速
精准识别和管控风险源、风
险点，加强航空口岸、陆路
水路入境卫生检疫，优化入
境流程，落实入境人员集中
隔离要求，安排好生活服务
和健康监测，把问题想深、
想透，把措施定细、定实，让
执行更有力、落实更到位，
决不能出现盲点、疏漏。要
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
心关爱，驻外使领馆做好领
事保护、防护指导和物资保
障，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要推进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落实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

别峰会成果，同世界卫生组
织深化交流合作，完善同有
关国家的防控策略协调机
制，加强防控和救治经验分
享，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新
冠病毒具有传染性强、防
控难度大的特点，疫情防
控决不可掉以轻心，疫后
的 放 松 心 情 不 可 提 前 到
来。把疫情防控做实做细
做到位，是复工复产复学
复市的前提条件。我们要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
作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转自《人民日报》）

不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成效
《人民日报》评论员

3月28日0-24时，辽源
市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
疑似病例。

截至3月28日24时，辽
源市累计确诊病例7例，累计
治愈出院7例，无疑似病例。

提醒广大群众，清零不
等于疫情结束，当前境外疫

情形势严峻，请一定不要放
松警惕，提高防范意识，做
好个人防护，保护好自己和
家人的健康。

辽源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0年3月29日

辽源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吉林启星铝业有限公司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复工复产，为春季项目全面开工打好
提前量，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项目建设的不利影响。图为公司员工正全力加速生产。

本报记者 王彦雨 摄

小推车一停，煤气灶一
点，霸气豪横，欺街占道。食
客一到桌凳摆上，城管一来
蹬车开溜……

这样的路边摊儿在城市
里屡见不鲜，这样的“猫鼠”
大战更是屡屡上演。

随着“走遍辽源”环境整
治活动的全面展开，如何彻
底规范整治这些路边摊儿再
次成为焦点，如何“整”、怎么

“治”？步行街、红旗剧场两
处整治案例为全市提供了借
鉴和参考。

“霸道”路边摊儿悄然“隐形”

近段时间以来，细心的
市民突然发现，一些常年盘
踞在步行街东段、红旗剧场
门前的路边摊儿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竟然看不到了？

为此，附近几户业主专
门写了表扬信送到新闻单
位。经营水暖商店的贾永福
告诉记者，自己的商店开在
地下商场东出口，商店周边
有烤苞米、烤冷面、手抓饼十
几个路边摊。他还总结了一
段顺口溜：占道经营、高声叫
卖，扩音喇叭混成一片。还
有的商贩拉开架式，占地为
王，别说过车，就是人走都费
劲。

经营两元店的高玉枝
说：“现在可是好多了，这些
占道经营的路边摊儿都被城
管清走了，路口敞亮多了，也
干净多了。要在以前，乱趴
趴一大片，堵在店门口，那生
意根本没法做，哪像现在这
么清亮。”

“这些路边摊一清走，最
受益的是我们这些业户，大
家伙儿一商量，由水暖商店
的老爷子执笔，写了封表扬
信送了过来。”高玉枝边说边
把有十几名业主签名的表扬
信交到了记者手里。

室内“大排档”火爆“上线”

路边摊儿清哪儿去了，
真的消失了吗？记者来到表
扬信提到的几个档口附近，
早前那些恼人的路边摊儿还
真不见了踪影。

市城管处东吉大队队长
商树齐告诉记者，经过他们
反复多次做工作，聚集在这
里的十几个商贩采取众筹的
方式，集资入股在附近租了

个门市，开了家“老街口美食
店”大排档，并且保留了原来
的老字号“路边小吃集结
号”。

35 岁的王涛是这个主
意的最初发起人。这是一个
头脑灵活的小伙子，他告诉
记者，自己在步行街推小车
儿卖货六七年了，“卖过冷
饮、也整过小吃，挣钱倒是挺
挣钱的，可也是真吃苦真遭
罪呀，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城
市管理力度越来越大，我们
这些流动商贩经常被撵得到
处跑。”

“这次商树齐和大伙儿
商量，能不能寻个固定地
点。人家说‘行商入市，坐商
归店’这是规矩。琢磨着商
树齐的话，觉得他说得挺对
的，做啥买卖都得守规矩，要
不怎么也是干不长。于是和
大伙儿一商量，鼓捣了这个

‘路边小吃集结号’。”
“这房子年租金 32万，

装修花了20多万，一共17处
档口，每家出资 4万多。”王
涛说：“这回咱进屋了，有了
固定档口，慢慢也就有了自
己的固定客源。对了，我们
开辟了线上交易，可以送外
卖，将来顾客一定会对咱这
儿越来越认可。”

要“管住”不等于要“管死”

为治理欺街占道、扰乱
秩序、破坏环境的流动商贩，
城管部门花了不少心思，但
对于这些路边摊儿的看法，
市民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觉
得这是一种饮食文化，无可
厚非。但大多数人觉得他们
占道经营、乌烟瘴气、垃圾遍
地，不但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更影响了市容环境。

记者在城管部门了解
到，他们对这些路边摊贩的
清理整治常常陷入“猫鼠游
戏”的胶着状态，有时候为了
守住一个区段，往往需要动
用人海战术，死看死守。

在城管支队负责人郑新
军看来，“管住”并不等于“管
死”。目前路边摊儿除了阻
塞交通、影响市容外，最大问
题就是食品安全。由于规
模、经营场地的限制，大排档
要办理工商执照基本不可
能，由此便游离于行业监管
之外。同时，处理路边摊儿
产生的大量餐饮垃圾也是一
个难题。

郑新军认为，通过集中
多家不同类型的食品大排

档，组成类似公司的经营主
体，再由这家公司统一办理
工商执照，找到用以经营的
空地，通过合伙儿出资，费用
均摊，既可降低经营成本，又
便于规范管理，这实际上是
一种最佳选择。

郑新军说，除此以外，外
地还有一些限时限地经营、
业主自治管理的做法，这些
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有“出口”才至关重要

事实上，步行街路边摊
儿的悄然“隐形”，正是对欺
街占道的流动商贩实施规范
管理的有益尝试。

商贩是逐利的，城管是
讲规矩的，规矩和利益之间
难免产生矛盾。化解矛盾，
有“出口”才至关重要。

除了步行街路边摊儿摇
身一变，开启“路边小吃集结
号”，早前聚集于红旗剧场门
前的一些路边摊儿，经过城
管人员反复做工作，在附近
找起了固定档口。

据城管北寿大队负责人
介绍，这里原来有 40多个流
动小吃摊，一部分在附近找
了门市房，一部分迁到了别
处，还有一部分把红旗剧场
一楼租了下来，现在正在装
修，牌匾已经挂了出来，叫红
旗剧场大排档。

记者在这家正在装修的
档口注意到，店里的装修风
格、营业空间、经营理念等等
都有几分独特之处。

或许正如郑新军所言，
随着城市环境整治力度的加
大，路边摊儿也在转型、升
级，也在时尚化。这一过程，
往往也是商品品质、营销理
念、营销水平提升的过程。
拿步行街“老街口美食集结
号”来说，从流动到固定，从
室外到室内，从线下到线上，
不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出
口”，还让小吃的生命力得到
了延伸。

当然，如果相关部门能
够按照“选点适当、突出特
色、摊位廉租、方便群众”的
原则制定和完善各项优惠政
策及办法，鼓励和扶持流动
摊贩入室进店经营，整治规
范流动商贩效果会更好。

路边摊儿“变形记”
本报记者 王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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