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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澎 张巍报
道 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
会，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系
列之党史专题和经济建设专题，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
百胜主持学习会并讲话。

会上，大家观看了《党的光辉
历程》专题片，重温党的百年征
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渤围

绕经济建设工作作中心发言。
王百胜要求，要坚持不懈把

学党史作为必修课、常修课，在
学深悟透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
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为贯彻落

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积蓄奋进
力量。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取得的重大
成果，紧密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发展历程，（下转２版）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之党史专题和经济建设专题

王百胜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肖南报道 补齐
医疗卫生领域短板，优化医疗资
源配置，需关注群众多元化、多层
次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需求。
今年，我市将公共健康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列入民生实事，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努力补短板、强弱
项，推动医疗卫生事业优先发展，
让基层群众共享健康“红利”。

母婴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市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作为我
市唯一一家有资质的产前筛查中

心，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不断强化孕产妇妊娠风
险筛查、评估和管理工
作，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项目。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为了更好护佑母婴健康，
今年，我市投入190余万元为市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购置生化
免疫检测一体机，推动公共医疗服
务提质增效。

血液是生命之源，作为我市采
供血机构的市中心血站，不断在软
硬件提升上下功夫，保障临床患者
输血安全。血液采集后到用于临床
前需要经过一系列处理环节。以往，
市中心血站没有血液辐照仪，一部

分血液用于临床患者时可能会出现
输血反应。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用
血人群的输血反应，今年，我市投入
262万元为市中心血站购置血液辐
照仪器，并于7月份投入使用。为了
让仪器充分发挥作用，市中心血站
还对全市临床用血机构相关人员进
行了专业化培训，让大家全面掌握
输血反应抢救治疗措施及辐照血临
床应用适应症，全力保障我市临床
患者输血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

公共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让基层群众共享健康“红利”

本报讯 记者陈佳玉报道 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
发布《关于命名 2022 年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通知》，我市
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兴跃社区
榜上有名。

走进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
兴跃社区厚善堂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温馨舒适的环境令人印象深
刻，欢声笑语不时在耳边响起。72
岁的龚素云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和
伙伴们一起打扑克、做艾灸，享受
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兴跃社区共有居民 5356 人，
老年人口 1068 人，占辖区总人口
的 21%，为了方便老年人在家门
口养老，在市民政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集康复、健身、娱乐休闲为
一体的厚善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于 2019 年 1 月投入使用，不仅就
近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难题，还提
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被

老年人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幸福
驿站。

娱乐休息室、医疗康复室、棋
牌室……养老服务机构内设施一
应俱全。老年舞蹈队、合唱团、模
特队等兴趣团体也相继成立。“以
前只能在室外排练演出，有了社区
给我们提供的平台，非常方便。”71
岁的王秋云是三为老年大学兴跃
社区艺术团的一员，除了日常在社
区跳舞健身，她还经常参与社区组
织的其他活动，收获满满快乐。

为满足老年群体多样的生活
需求，兴跃社区成立志愿者服务团
队，设立心理咨询室、卫生服务站，
为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等老年群
体提供家庭病床、巡诊等上门服
务。他们还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定
期通过电话访问、入户排查、上门
维修等方式，及时改造维修空巢、
失能老人家中老化或损坏的设备，
排除安全隐患。

我市一社区入选2022年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我市集中收听收看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并召开贯彻落实会议
姚华明参加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
电 11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互
致贺电，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
来，中刚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传统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

两国建立合作共赢的战略伙
伴关系，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刚关系发展，愿
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努力，以
两国关系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
机，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开创中

刚关系新局面。
齐塞克迪再次热烈祝贺习

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他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刚
中关系实现了持续、良好发
展。我愿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
谊，推动刚中战略伙伴关系取
得新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就中刚关系正常化50周年互致贺电

辽宁日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
道 11月24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研
究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
张国清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要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始终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自觉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全省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警钟长鸣，
狠抓安全生产 15 条措施的落实，
排查隐患要细、不能放过任何苗
头，防范措施要实、不能流于形式，
落实责任要严、不能心存侥幸。要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的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
管职责，坚持到现场去，增强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的现场感，特别是要
强化末端监管，切实把安全生产压
力传导到各市场主体和社会单位，
督促引导各市场主体和社会单位
主动自觉承担起主体责任，重视安
全生产、加强安全生产，把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到各市场主体和社会
单位生产和工作的最末端，提升本
质安全水平，培育安全生产文化，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
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
着力在“早发现”上下功夫，深入排
查危险化学品、燃气、建筑、交通运
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潜在的风
险隐患，隐患排查要主动、要全面、
要细致，切实提高隐患排查质量。
要积极鼓励支持发现和举报安全
生产隐患问题的行为，切实用好安
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努力把安全
生产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
产执法监管，重拳出击、严格执法，
依规依纪依法严厉查处安全生产违
法违规行为，加强联合惩戒，加大公
开曝光和通报力度，形成有力震
慑。要尽快健全隐患排查责任倒查
问责机制，对隐患排查中存在的失
职渎职行为，要严肃追责问责，坚决
整治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中的宽松软
问题。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打造
过硬执法队伍，组织专家参与执法
过程，着力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不
断提升执法专业化水平，扎扎实实
做好全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11月
24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11月29日
至12月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
国 家 主 席 通 伦 将 访 华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重要指示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张国清主持会议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

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一线采访看到，各地在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增强基层民主活力的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

详见3版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察

这是2022年 9月 25日航拍
的中国电建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

项目位于老挝北部丰沙里省的四
级电站。 新华社发（凯乔 摄）

中企投建电站
给老挝偏远山区带来发展新机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 24
日发布事关食品接触容器安全的
3项国家标准，标准的发布实施将
有助于加强食品接触容器材料质
量监测。

这是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
局举行的“标准提升高品质生活”
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一批涉
及食品、消费品、工业产品、安全生
产、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国家标准在
发布会上发布。

在食品金属容器产品规格质
量方面，《食品容器用涂覆镀锡或
镀铬薄钢板质量通则》国家标准，
针对食品包装容器新材料、新工艺

快速发展应用，从生产、加工、运
输、贮存和使用等全环节，进一步提
升行业的质量控制水平。抗性测试
和腐蚀测试是保障食品金属容器质
量最关键的两类应用评价指标，《食
品金属容器内壁涂覆层抗酸性、抗
硫性、抗盐性的测定》和《食品金属
容器内壁涂覆层耐蚀力和致密性的
测定 电化学法》国家标准填补了相
关标准缺失的空白，进一步保障食
品金属容器质量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
司长魏宏介绍，今年以来，围绕食
品领域高质量发展需求，市场监管
总局已批准发布白酒、食用菌罐头
等23项食品及相关产品国家标准。

事关食品接触容器安全的
3项国家标准发布

本报讯 记者许潇兮 陈涣源
报道 11月24日晚，我市集中收听
收看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省会议后，我市召开贯彻落实会
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姚华明参加
会议并讲话。

姚华明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按照国家、省最新部署要求，进
一步扎实细致落实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在做好精准防控的

基础上，快速有效处置疫情，切实
织密防控网、筑牢安全线。

姚华明强调，要严把交通卡口，
凡是域外入返营人员，必须进行高
质量落地检，做到应检尽检无遗漏。
要紧盯落地管，交通部门和社区建
立横向联系，及时传送域外入返营
人员报备信息，严格落实“五天三检
三不”管理，做到从落地检到落地管
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坚决锁住外来

风险。各县(市）区一旦发现疫情苗
头，要以快制快，按照“六个同步要
求”，以最快速度排查管控风险，用
最短时间扑灭疫情、实现动态清零。

姚华明要求，要科学精准实施
流调溯源工作，对密接者要快判
定、快检测、快管控，一旦密接者核
酸检测阳性，第一时间进一步开展
密接者的调查和管控，迅速守住风
险边界。要科学预判隔离转运过程

中的风险，对隔离转运人员进行风
险评估和分类，坚决避免交叉感染
风险。要基于流调和风险研判确定
核酸检测区域范围和频次，规范实
施核酸采样工作，降低采样过程中
的传播风险。

姚华明还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对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提
出的工作要求进行安排部署。

市领导金莉、代萍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