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2013年03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李延生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区域·大连

链接

中央三令五申，要取消部分行政性收费，但很多地方处于

小集团利益的考虑，就是不肯取消这些行政性收费。档案管理

费、户口管理费的收取费用并不高，取消它，能让很多人感到

高兴，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希望有关部门切实考虑人民

代表的建议，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

人事档案是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表

示个人身份、学历、资历等方面的证据，与个人工资待遇、社会

保障、组织关系紧密挂钩，具有法律效用，是记载人生轨迹的

重要依据。

人事档案目前存放有以下几种情况：就职于政府部门、国

有企业或是比较大型企业的员工，他们的档案直接由所在单

位保管。但现在情况是，大多数人是无法在这种性质单位就业

的，他们的档案一般是委托当地的人才市场进行保管。档案是

政府对社会人员管理的一种行政手段，本应属于社会公共服

务范畴，但人才市场每年却要收取相应的保管费，这对于刚毕

业的大学生、下岗职工、私企员工等来说虽然不是数额巨大,但

也是相应增加了他们的生存成本。况且，还有部分因收费的影

响已经出现自行保管档案的违规现象。

对于外地来大连的高校毕业生来说，他们的户口也面临

着同样的问题，存放在有资格的单位或落在当地亲戚家中，这

两种情况固然好，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便利条件就只能打回原

籍或是存放在当地的人才市场。落户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同

样需要缴纳管理费。

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我建议政府从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

热点的目的出发，免收档案和户籍管理费用，并将其纳入到政府

公共服务范畴内。我相信，这样的惠民政策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来

大连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非常重要。

（作者系第十五届辽宁省大连市人大代表、大连名仕高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取消行政收费
吸引高端人才
孙波

孙波，男，中共党

员 ，1974 年 10 月 出

生，江苏盐城人，研究

生学历，大连市人大代

表，大连市劳动模范。

现任大连名仕煜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大连名仕高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大连名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连商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

作为社会经济主

体的一分子，孙波率

领的公司一直追求可

持续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物超所值的房地产项目，如 1993

年初，公司开发建设了大连第一个大型写字楼———丽苑大厦。继

丽苑大厦之后，孙波又以敏锐的远见、过人的胆识先后成功地开

发了大连 CBD人气最旺的写字楼———友好大厦、名仕国际公

寓、名仕财富中心以及公司根据大连市政府发展战略的调整，将

开发重点转移到高新园区的项目———名仕乐居、名仕智慧谷。

在公司不断走向发展的同时，孙波热心地投身慈善公益

事业，扶贫济困助学，捐助了数百万元，受到了大连市委、大连

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尤其在“5·12”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

孙波带领公司全体员工慷慨解囊，伸出援手，为灾区人民献上

了一份赤诚之心。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步入低谷，孙波

仍坚持拿出 30万元资助大连市沙河口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为

他们送上了一份温暖。

孙波常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我的本分，我应该

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的社会

更加和谐。

孙波自 2013年被选为大连市人大代表以来，主动调查研

究，深入一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经过昼夜调研，他

撰写了《关于取消档案及户籍管理费的建议》、《关于取消一次

性筷子的建议》、《关于制止公立幼儿园以其他名义向家长收

费的建议》、《关于缓解银行排队现象的建议》等多篇建议，深

受人民群众的好评。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孙波不倦的经营与追求，将继

续着公司新的征程、书写着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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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连两会上，新当选的大

连市人大代表、大连家园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进（中），大

连华旭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连

欣（右），大连话剧团副团长夏君

（左）格外光彩照人，她们成为两

会最靓丽的姐妹花。她们不仅外

表亮丽，谈吐优雅、处事谨慎，为

人低调，而且她们在事业上做得

非常成功，成为行业的新领军人

物，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和广大

市民的爱戴。

本报记者 王世安 /摄影报道

于海卫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为落实十八大精神，大

连市按照辽宁省政府的统一要求，启

动了“蓝天工程”，让大连这一浪漫之

都———山更青、水更秀、天更蓝。

要从源头上改变大气质量，作为

高效、节能、环保的清洁能源，天然气的

广泛应用应该说是唯一的选择。天然

气存在形态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气、压

缩天然气 （CNG） 和液化天然气

（LNG）。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广泛应

用于机械制造、发电、化工、冶金、玻璃、

陶瓷、民用、空调等行业。它是一种高

效、洁净、环保的优质能源，其热值是煤

气的 2.5 倍，几乎不含硫、粉尘和其它

有害物质，燃烧时产生的 CO2少于其

它化石燃料，造成的温室效应较低，因

而能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

中国石油大连液化天然气接收

站，已经于 2012年底在大连建成投产，

每年可以提供天然气 42 亿标准立方

米，远期可以提供 84亿标准立方米。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已经广泛应

用于交通运输业。天然气汽车与汽油、

柴油车相比，有较突出的效益优势，1

标准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 1.08 升汽

油、0.94升柴油。CNG出租车日运行成

本可以降低 74元；CNG或 LNG 公交

车日运行成本可以降低 160 元；CNG

或 LNG 载重车日运行成本可以降低

305元。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尾气

中的 CO 将减少 90%以上，SO2减少

90%以上，HC 减少 70%以上，NOX减

少 40%左右，CO2减少 24%以上，噪声

降低 40%。

天然气汽车还具有技术成熟、使

用安全、发动机使用寿命长、动力平稳、

保养费用低等优势。

利用天然气发电具有更高的环境

价值，由于 LNG硫含量极低，燃烧 1万

吨 LNG可以减少 SO2排放量 1731吨，

可以大幅度减少酸雨的形成。NOX和

CO2的排放量仅为煤电的 20%和 50%。

由于天然气的理化特性决定天然

气不仅是一种清洁能源，也是一种宝贵

的原料资源，同时也是一种稀缺资源。

随着中国石油大连 LNG 接收站

的投产、大沈（大连—沈阳）天然气管线

的贯通、大沈与秦沈（秦皇岛—沈阳）联

络线的建成以及未来俄沈（俄罗斯—

沈阳）线建成，大连市天然气广泛应用，

已经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由于天然气产业建设与成

长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大连市应该尽

快制定天然气应用规划和能源结构调

整规划。

在“蓝天工程”实施过程中，启动

“绿色交通工程”，规划建设 CNG 母

站、子站及 LNG 加注站，将大连市的

出租车全部改造成 CNG出租车；将汽

油、柴油公交车和柴油载重货车改为

LNG车，加快市政煤气管网改造，让广

大市民及工业、商业用户早日用上天

然气。

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应及时出

台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引导燃煤电厂

采用天然气发电。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大力发展天然气化工产业。制定

相关强制政策，改变相关行业的燃料

结构。

天然气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是

“蓝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气的

广泛应用，必将对大连市国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调整

能源结构、提升城市品位以及助推“蓝

天工程”的实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第十五届辽宁省大连市

人大代表、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辽宁分公司总经理）

“渤海明珠鲅鱼圈，鲅鱼公主酒

中仙。”

首创中国海洋生态白酒的“鲅鱼

公主酒”，在阳春三月开泰之际，掀起

了新一轮的品鉴热潮，引起了全社会

的关注。

据了解，不久前在首都北京，中

国白酒界品酒大师钟杰、胡永松、李

克明、鲁希圣，红酒界泰斗陈泽义等

10多位专家，共同对“鲅鱼公主酒”高

端产品的“经典白酒系列”、“尊贵年

份酒”以及红酒系列进行了品鉴。有

关政府部门领导及辽宁省大连市人

大代表、辽宁鑫亿达集团董事长丁玉

梁、辽宁营口万达酒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曲兴民等著名企业家和各界嘉宾

出席了本次品鉴会，与来自国内外的

媒体记者近百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具

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专家们一致认为，“鲅鱼公主酒”

具有“酒香浓郁、窖藏适宜、口味独

特、入口绵甜、纯正、口感舒适”等特

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鲅鱼公主

酒”取名于辽宁营口市旅游胜地“鲅

鱼圈”。据说，她还有一个古老而浪漫

的传说。

据老人讲，在很早以前的“鲅鱼

圈”，为了使人们免受龙王降下的苦

难，鲅鱼公主毅然献身，投入到波涛

滚滚的大海……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鲅鱼公主，

辽宁省营口万达酒业有限公司酿成

“鲅鱼公主”高端白酒。现在，“鲅鱼公

主酒”已成为那里人们的精神图腾，

追求卓越的化身。因此，那里的人们

都喜欢“鲅鱼公主酒”。

一境：“鲅鱼公主酒”能够如此独

特，与其环境气候、温度、土壤密不可

分。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

同季、气候温和、降水适中、光照充

足、气候条件优越，年平均气温 9.8摄

氏度，孕育出无可复制的海岸生态环

境，相比其他区域，这里的气候更加

适宜酒中微生物发酵。

一水：水乃酒之血。在鲅鱼圈的

海岸生态环境中，地下深层天然水通

过地质、气候、土壤、植被等多方面的

培育，汲取各方精华，使得水中的独

有矿物质与微量元素含量更高，富含

碘、铁、锌、钙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

的元素，且硬度适中，经过 1700米以

上地基岩层的层层过滤，水质更加明

澄清澈，水味醇正，采用此水所酿造

的鲅鱼公主酒，酒色澄澈，酒香浓郁，

酒味甘新。

一粮：所谓“一季稻”，即为春夏

秋冬一年的土地精华只凝于一季的

稻米收获，加上黑土地的浓厚滋润，

弥足珍惜。

一窖：独有的海岸生态环境更加

良好地保存了酒的原始性，整个藏酒

工艺极为讲究，常年温度控制在低于

平均气温 9.8摄氏度。

发展天然气产业 助推“蓝天工程”

“鲅鱼公主酒”：开创中国海洋生态白酒先河
隋亮本报记者 王世安

红酒泰斗陈泽义挥毫题字

实施标准化战略，推动品质立市

是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是进一步提

升大连市区域核心地位，加速建设富

庶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

要条件。

大连市标准化发展
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大连市标准化法制环境、

工作体制、运行机制基本形成，标准化

研究与服务能力得到加强，标准化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但

是，仍存在着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和标准化工作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大

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当前，大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正

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一直以

来，大连市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

对制定重要技术标准、抢占标准制高

点、提高竞争能力的呼声一直很高，

对政府出台鼓励支持政策的期望不

断高涨。我们认为，这是推进标准化

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

开展大连市标准化战略
的具体建议

加强领导，创新工作格局。成立

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建立标准

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决策、指导标

准化战略实施工作。尽快提出本地

区、本部门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具体规

划，制定切实可行的绩效考核办法和

评估指标体系，对实施标准化战略工

作的效果进行认真考核和评估，真正

形成“统一管理、依托各方、各司其

职、合力推进”的标准化创新工作格

局。

发挥大连市广大企业主体作用。

引导企业成为标准制定和实施的主

体，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家

专业技术委员会的有关活动和国家

标准、国际标准的制定活动，争取将

自己的企业标准纳入到国家标准、国

际标准，谋求话语权。支持企业承担

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化组织活动，争取制定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主动权。

加快培育标准化人才队伍。围绕

大连市主导产业、重点产品，建立起

由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

人员参与的标准化专家队伍，努力提

高大连市企业标准质量。在高校开设

标准化类课程，重点培养一批熟悉专

业技术、精通外语、了解国际规则的

标准化人才。

加大扶持和奖励力度。设立实施

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标准

化战略研究、标准制、修订、标准化示

范试点、标准信息平台建设、标准成果

奖励等。设立“大连市标准化创新贡献

奖”，对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建立并完善标准化支撑服务体

系。依托国家“WTO/TBT通报咨询

中心”，建立大连市技术贸易壁垒应

对体系，积极组织大连市企业参与拟

对 WTO 各成员国实施的与大连市

产业关联度高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进

行评议，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建设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加快建立覆

盖大连市重点产业发展，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的公共检测服务平台。

（作者系第十五届辽宁省大连市

人大代表、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

实施标准化战略迫在眉睫
胡冬梅

靓丽夺目的大连市人大代表姐妹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