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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校园及周边
治安管理工作，全力维护好校园及
周边的治安秩序，铁西派出所以四
个“常态化”护校安园。一是巡逻巡
查常态化，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增
强师生的安全感。实现人防、物防、
技防全覆盖、零死角。二是排查整
治常态化，提高校园防控风险能
力。三是打击涉校违法犯罪常态

化，提高震慑力，起到处理一个，教
育一片的积极作用。四是法制宣传
教育常态化，提高师生的综合防范
能力。积极开展法制教育“进校园、
进课堂”等法制宣传教育。

通过加强对校园周边巡逻防
控，有力地构筑了学校安全保护屏
障，增强了辖区校园和谐因素。

（马德元）

乌兰浩特市铁西派出所
坚持四个“常态化”护校安园

为坚决落实国家“稳外贸”政策，
优化开发区营商环境，鄂托克经济开
发区税务局坚持“向前走一步”的服
务理念，通过开展精准政策辅导、加
快出口退税办理速度，助力辖区内出
口企业走出国门。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年产44万吨可降解高分
子聚乙烯醇（英文简称PVA）及6万
吨其下游深加工产品特种纤维、12万
吨VAE干粉胶、6000吨可降解PVA
膜，配套建设年产3000吨新型干法
水泥熟料项目、年产60万吨碳化钙
联产氧化钙、日处理5万吨污水的高
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PVA及特种
纤维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谈及企业“走出去”的秘诀，双欣环保
的财务人员王瑞梅说道：“这离不开
税务部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鄂托
克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共有3户涉及
出口业务的企业，针对业务的特殊

性，鄂托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组建了
进出口税收政策辅导团队，上门为企
业讲解税收政策，及时释放税收政策
的红利。在开发区税务局的帮助下，
今年4月，双欣环保在出口退税环节
享受免抵调915.3万元。

不仅如此，近年来，企业出口退
税业务办理速度也显著提高，开发
区税务局税政股郭禺廷说道：“近几
年，国家为大力支持外贸新业态发
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化出口退税
办理程序的措施，我们前台在受理
了退税申请后，后台及时与上级税
务局积极协调、加快办理，出口退税
业务办理速度确实大大提高，由之
前的平均20天缩短至现在的15天，
帮助企业提高了资源周转率和财务
人员的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释放
了‘放管服’红利，让纳税人满意度更
高、获得感更多，为优化营商环境发
挥积极作用。”

除了帮助企业享受出口退税优
惠政策，鄂托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还
积极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高新
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了不断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近几年来不断进行创新研发，但研发
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及失败的风险往
往令企业望而却步。而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帮助企业大大
减少创新成本，据了解，2017年，双
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就享受了
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113.1万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438.7万元。“目前
我们公司已拥有6项实用新型专利，
申报的1项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
1项引进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技术，近3年共转化科技成果12项，
平均每年 4 项，这些就是我们企业

‘走出去’的自信和底气。”王瑞梅说。
（赵璐）

鄂托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积极落实
减税降负“大礼包”助力企业“走出去”步伐更稳健

新华社海口 10月 23 日电 （记
者 涂超华 刘诗豪）海口市凤翔湿
地公园内流水潺潺，绿草如茵。很难
想象，这个市民游客休闲散步的好去
处、具有强大污水净化功能的湿地公
园，两年前还是臭气熏天、人们避之不
及的垃圾堆填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近两年来海口市以湿地城市建
设为突破口，不断创新城市生态治理，
着力改善生态民生，在生态文明建设
上闯关探路。

湿地入城，又见乡愁
海口市依河傍海，丰富的水系和

分布广泛的湿地是城市的灵韵所在。
然而，由于城市快速发展、环境污染

等原因，一段时间以来海口湿地面积逐
年减少，水体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功能不
断退化。其中，最大的羊山湿地在2004
年至2016年间面积减少了1/3。

把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发展的最
大本钱和核心竞争力。近几年来，海
口市以湿地修复和保护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不断探索和创新城
市生态治理模式。

全长 24公里的美舍河是海口的
“母亲河”。多年来，因雨污分流不彻
底、污水截留不充分成了多次治理未
果的城市“臭水沟”。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海口
市治水办综合组组长王亚琴说，海口

破解以前“九龙治水”多头管理、各自
为战的环保格局，形成了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大环保”管理模式。同时，
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实现科学治水，将
以前的工程治水方式改为生态治水方
式，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
复，把美舍河改造成了由滩涂、湿地组
成的生物多样性水生态系统。

美舍河变了。水清鱼跃，岸绿景美，
成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市民们又找回了
曾经的记忆。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孙传志说，通过把美舍河治理经验
向全市其他水系逐步推广，海口持续推进
32个水体的治理，越来越多的河流又现
清澈，“水城”风貌正渐渐重现。

城市生态治理的海口探索
10月的海南，东寨港红树林湿地

保护区内波光粼粼，白鹭翱翔。作为
海口的城市名片，这里有全国连片面
积最大、种类最多的红树林，被称为

“中国红树植物基因库”。
为保护东寨港红树林湿地，海口

市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出台《关
于加强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的
决定》等多部法规。海南东寨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辜绳福说，
立法为红树林湿地划定了生态保护红

线，短短几年时间，红树林湿地保护区
的面积由5万多亩增加至12万多亩，
红树植物增加到19科36种，占到了全
国的97%。

在湿地保护修复工作中，海口市
同步推进生态治理与法制建设，通过
不断深化生态环保领域的改革，建立
健全湿地保护长效机制。

海口市将“河长制”与“湾长制”结
合，实现“河湾同治”。海口市组建了
国内知名湿地专家参与的“湿地保护
专家委员会”，建立起以市级湿地保护
管理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区级湿地
保护管理中心等为基本构成的湿地保
护组织管理体系。

生态保护落实责任是关键。海口
将湿地面积、湿地保护率等指标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制度体系，对
保护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追责。
2017年，海口市、区两级有10余名干
部因红树林和滨海湿地工作责任落实
不力被问责。

湿地建设改善“生态民生”
海口凤翔湿地公园、五源河湿地公

园、三角池公园陆续建成，潭丰洋湿地公
园建设正在推进中……湿地公园已是市
民亲近自然、游憩休闲的好去处。

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曾是海口最
偏远、经济较落后的村。通过引入社
会投资，利用冯塘村生态资源建设的

“冯塘绿园”，已成为一个集湿地、生态
农业、民俗文化等多元素融合的乡村
生态旅游区。

“冯塘绿园”副总经理杜思思说，
通过旅游服务、旅游区务工和土地租
金分红等，全村50多户村民家庭每年
每户能有2万多元收入，群众真正从湿
地保护利用中得到了实惠。

湿地城市的建设带来的良好生态
环境也提升了海口的吸引力。海口市
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
业，运用绿色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
优势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
转型升级，打造绿色产业体系。

近年来，海口成为国内外大企业
发展布局的重要选择。2017年，全市
共引进招商项目 141个，协议投资近
1800亿元，阿里巴巴、普华永道等企业
也在今年先后落户海口。

“未来 3 年将陆续建设 4 个国家
级、3个省级湿地公园，打造45个湿地
保护小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
先行区江东新区建设也将实现湿地入
城。”海口市副市长文斌说，作为全国
首批6个提名城市之一，海口市正在全
力角逐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朝着

“最美国际湿地城市”的目标大步向
前。

“湿地海口”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最高检
23日消息，近日，山西、北京、安徽检察机
关依法分别对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季缃绮涉嫌受贿、贪污案，辽宁省人民政
府原副省长刘强涉嫌受贿、破坏选举案，
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贻煌涉嫌受
贿、贪污、挪用公款、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
权案提起公诉。

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季缃绮涉
嫌受贿、贪污一案，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指定，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调
查终结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
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
日，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山西省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
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季缃绮利用其担任山
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山东世界贸
易中心董事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巨额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
法占有巨额公共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刘强涉嫌
受贿、破坏选举一案，经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指定，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调查终结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
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
诉。近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已
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刘强利用其担
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
化分公司总经理、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市长、中共抚顺市委书记、辽宁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巨额财物；利用职权实施破坏选举行
为，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破坏选
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贻煌涉
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国有企业人员滥
用职权一案，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定，
由安徽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调查终
结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安
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
日，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安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
指控：被告人李贻煌利用担任江西铜
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江西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江西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
巨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
活动，情节严重；滥用职权造成国有企
业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
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
公款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
中分别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
利，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依法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

检察机关依法对季缃绮
刘强李贻煌三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 （记者
徐海波）金秋十月，天空飘着小雨，在大别
山南麓的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汪家畈村，
一座座小洋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一派祥
和……记者在座山和团山环绕的孙家
湾，找到了“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战将”孙
玉清烈士的故乡。

孙玉清，1909年3月出生于湖北黄
安县（今红安县），1927年11月参加黄麻
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久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历次反“会剿”“围剿”的战争，以及红四方
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

因作战勇敢、指挥出色、战功卓著，
孙玉清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获得“战
将”美称。1934年，孙玉清任红四方面军
第31军军长，1935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
第9军军长，参加了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
利会师后，孙玉清率红9军与兄弟部队一
起，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相继西渡黄河，组
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与长期盘
踞在黄河以西的国民党西北反动军阀马
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展开了艰苦惨烈的
浴血拼杀。

经过五个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在
给反动军阀部队以重大打击后，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部队弹尽粮绝，
遭受重大损失和牺牲。孙玉清同王树声、
李聚奎、方强、朱良才等部分指战员一起，
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率部向陕北方向突
围。

1937年3月，孙玉清带领数十名被

打散的干部战士突围，在甘肃省酒泉南山
一带与大批敌军遭遇负伤被俘。

孙玉清被敌人押到西宁后，在社会
上引起了很大震动。西北反动军阀头
目马步芳为抓住红9军军长而十分得
意，召集大批军政要员，亲自审讯孙玉
清。孙玉清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当场
揭露和斥责反动军阀当局拉夫抓丁，耗
国家资财，养兵祸国，不抗日，却专打红军
的罪恶行径。

孙玉清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
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
以为荣！”马步芳不甘心失败，使出了一系
列软硬兼施的伎俩。他让孙玉清见被俘
后被迫服苦役的妻子和其他红军战士。
孙玉清告诉妻子：“不要害怕！”他鼓励战
士们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
在，陕北的红军壮大了，党中央在陕北建
立了根据地，红军是杀不完的！”

孙玉清宁死不屈、忠诚于党和人民
的硬骨头精神，使敌人恼羞成怒，于1937
年5月下旬，将孙玉清残忍杀害。孙玉清
牺牲时年仅28岁。

讲起孙玉清的英雄事迹，他的胞弟
孙世清有说不尽的自豪和讲不完的故
事。孙世清告诉记者，每年清明，他们整
个家族都要赶到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的
鄂豫皖苏区中心烈士陵园，为孙玉清扫墓
祭拜。

“我们湾26户人家出了30多个大学
生。”孙世清说，受孙玉清烈士革命精神的
感召，孙家湾已是远近闻名的“高知村
湾”，为国家各行各业输送了不少人才。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战将”——孙玉清

新华社布鲁塞尔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田栋栋）欧盟对外行动署22
日表示，《中导条约》促成冷战结束，且
自生效以来一直是欧洲安全架构支
柱，希望美国方面考虑退出这一条约
将给自身、盟友乃至世界安全带来的
后果。

欧盟对外行动署在当天就美国计
划退出《中导条约》发表的声明中作出
上述表态。在敦促美国方面慎重考虑
退出条约的同时，欧盟对外行动署表
示期待俄罗斯方面“以实质和透明方

式消解外界对其（是否）遵守条约的严
重关切”。

声明呼吁美俄双方进行建设性对
话，以维护并确保《中导条约》得以“充
分及可核查地”落实，“这对欧洲和全
球安全至关重要”。声明强调，世界不
需要新的军备竞赛，“这不会让任何人
受益，相反会带来更多不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以俄罗斯
长期违反条约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
武器为由，宣布美国将退出30年前与
苏联签署的《中导条约》。

针对特朗普表态，俄罗斯外交部
与国家杜马表示，如果美方继续一意
孤行退出《中导条约》，俄方将以军事
技术及其他必要手段予以回应。

《中导条约》全称为《苏联和美国
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于
1987年 12月 8日由时任美国总统里
根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华
盛顿签署。该条约是自有核武器以来
美苏首次达成的真正削减核军备的条
约，被视为双方为限制军备竞赛迈出
的重要一步。

欧盟敦促美国考虑退出《中导条约》后果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
者 樊曦 叶昊鸣）记者从正在召开
的中国工会十七大了解到，今后我国
将进一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推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
畅通产业工人发展通道。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今后5年
工会工作主要任务显示，各级工会将
大力推动实施符合技术工人特点的分
配制度和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多劳者
多得、技高者多得，加快职工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提升产业工人的政治待遇、
经济待遇、社会待遇。

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将进一步推
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培训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福建信和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李小平表
示，加强技能培训事关职工的工作和前
途，工会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每年所在
企业工会都会选派技术工人送去高校脱
产培训半年至1年，有力地提高了职工
技能水平和企业科技竞争力。

来自全总的统计显示，过去 5年
来，各级工会组织技术培训班38.2万
场次，培训职工 3463.8 万人次，其中
444.3万人次提升了技术等级。30个
省级工会开展工匠人才培养选树工
作，选树省级工匠人才2012名。

5年间，一线工人的技术创新彰显
出巨大能量，共开展技术革新349万
项，完成发明创造111.7万项，有70.6
万件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项目。

我国将进一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新华社柏林10月22日电 （记者

田颖）德国联邦教研部22日在柏林授予
包括两名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25名青
年科研人员“绿色精英”奖，以表彰他们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研究。

获奖者之一的周迪为武汉大学博
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可
持续发展与环境法。评审团在颁奖词
中对周迪在多个学科上的兴趣以及为
可持续发展相关法律所做贡献表示赞
赏，并称这样的努力可使法治成为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推进器。

周迪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正在
经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融
合发展的过程。让不同法律规则在国
际、国内以及地方层面科学地制订出来
并有效地实施，发挥法律体系化的作
用，这是我现在所做的研究。”

另一名中国获奖者单钰理目前在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做研究员，研究方向
为碳排放核算和低碳城市发展。评审
团在颁奖词中特别提到他的“中国城市
气候变化减缓”研究，这项研究指出不
同的中国城市应当根据各自资源禀赋
和发展轨迹制订不同的低碳发展路径。

单钰理介绍，他的研究对中国国家
和地方省市层面的碳排放数据进行了
核算，并据此为不同城市提出了不同的
低碳发展路径，该研究已发表在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

“绿色精英”奖于2009年由德国联
邦教研部创立，每年颁发一次，旨在奖
励全球各地活跃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杰出青年科研人员，以促进国际科研交
流合作。

据了解，今年的“绿色精英”获奖者
已于本月13日起在德国参加了为期近
两周的科学论坛，并与其相同研究方向
的德国学者进行了交流。

两名中国青年学者
获颁德国“绿色精英”奖

10月23日，在重庆涪陵，施工人员在渝怀铁路涪秀二线重点工程——乌江右线大桥主跨合龙现场作业。当日，由中铁
四局承建的渝怀铁路涪秀二线重点工程——乌江右线大桥主跨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顺利结束。乌江右线
大桥项目全程460.1米，主跨192米，跨越乌江和319国道。在两年多的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攻克了“不等高墩”“不对称边
跨”“边跨入隧”等多个技术难题。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乌江右线大桥主跨成功合龙

新华社合肥10月23日电 （记者
徐海涛）等离子体被认为是固体、液
体、气体之外物质存在的“第四态”，
近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显示出广阔
应用前景。近期，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治
疗肿瘤方面取得新进展，发现了等离
子体杀伤癌细胞的机制，以及癌细胞
的“抵御”机制，对抗癌的疗效预判、
提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际学术
期刊《生物化学与物理学集刊》日前
发表了该成果。

近期，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韩伟研究组发
现，等离子体处理会“诱导”癌细胞内产
生大量的氧化性自由基，破坏细胞内的
生物大分子，导致癌细胞死亡。

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氧化性自由
基也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会激活癌细
胞的血红素氧化酶-1等抗氧化信号通
路，“帮助”癌细胞防御等离子体的杀
伤，从而降低疗效。肺癌细胞中的血红
素氧化酶-1蛋白本底水平越高，等离子
体的杀死作用就越差。

“根据这个研究成果，临床治疗前
可以通过检测癌细胞中血红素氧化酶-
1的蛋白本底水平，预判等离子体疗效
的好坏。”研究员韩伟说，如果含量较
高，则可以通过抑制其“活性”，增强抗
癌疗效。

我国学者发现低温等离子体
杀伤癌细胞的“攻防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