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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投资432亿元

京沈对口合作已落实产业项目208个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1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民
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必然要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
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
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
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
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
更加广阔舞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
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积仁、鲁伟鼎、王
小兰、孙飘扬、卢勇、汤晓鸥、刘汉
元、谈剑锋、刘屹、耿哲等 10 位企
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就新形势下支
持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提 出 意 见 和 建
议。发言过程中，习近平不断提问
和插话，就一些问题同民营企业家
们深入交流，并要求有关部门认
真研究、妥善解决。现场气氛热
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他表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
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

下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
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打开了大门。40 年来，我国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
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
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
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
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
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
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
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
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
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
济功不可没。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
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

贯的，从来没有动摇。我国公有制
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
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
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
好、使用好、发展好。我们强调把
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
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
相互抵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
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
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
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
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所有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
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编者按 《人民日报》2018年11
月1日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栏中
刊发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求发的署名文章《以新
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推进全面振
兴》。文章从“强大的思想武器、科
学的行动指南”“重大的战略部署、
明确的实践要求”“真抓实干、勇于
担当，奋力开创新时代辽宁振兴新
局面”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重要
讲话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并对
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本报今日
予以全文转载，希望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领会。

今年9月25日至28日，习近平同
志在东北三省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重要讲话，立足发展全局，把握
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了事关东北振兴
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为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
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
南。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
神，必须把握思想精髓、核心要义，进
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向、

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扬长
避短、发挥优势，以扎实有效的实际行
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强大的思想武器、科学
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具有重
大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实践意
义，为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切实

把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到辽宁振
兴发展全过程、各环节，转化为推动
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一重要讲话体现党中央对东
北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大力支
持，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和有力鞭
策。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东北地区在完善
体制机制、推进结构调整、鼓励创新
创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取
得的重要进展，（下转第三版）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推进全面振兴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求发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11
月 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主
持召开省政府第 26 次常务会议，传
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当前经
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省政府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分析研判前三季度
全省经济形势，要放在辽宁开启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和外
部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下，要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
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中央政治局对当前经济形势
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
求，立足国际宏观环境、国内发展大
势和省内发展实际，思全局、观大
势、谋方略。一要肯定成绩强信
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
排，全省经济运行继续呈现稳中有
进、总体向好的良好态势，主要指
标保持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质量效益稳步提高，金融、就
业、物价形势总体稳定，重点领域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民生保障水平
得到进一步提升，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全省上下同心共推振兴的
氛围已经形成。要坚定发展信心、
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做好“六稳”各
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二要正视困难不自满。辽宁
已开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
征程，正处于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深
刻变化、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转向
质的提升、产业建设由中低端迈向
中高端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困
难和挑战，要保持清醒，不为一时
的成绩而自满、不为一时的困难而
迷惑、不为一时的下行而动摇，直面
问题、攻坚奋进，坚决走创新转型优
质发展的振兴之路。三要坚定清醒
有作为。（下转第三版）

唐一军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11
月1日，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省委副书
记、省长唐一军在辽宁分会场收
视收听，并随即召开全省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
省贯彻落实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
署再推动。

唐一军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省委、省政府先后

16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非洲猪瘟疫
情防控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
落实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明确任务，强化
责任，做实工作，疫情防控工作取得
初步成效。但要清醒认识到疫情防
控工作依然十分严峻。各地各部门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持续
用力、攻坚克难，认真落实全国电视
电话会议的部署要求，全力以赴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唐一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

一步增强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严格落实防控责
任和防控措施，确保疫情不扩散、不
蔓延、不定殖。一要务必进一步提
高站位、守土有责。认清形势、认清
责任，进一步把防控的责任层层压
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连续
作战、严防死守，把各项防控措施
落到位；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和侥
幸心理，坚持杜绝急功近利和患得
患失的行为，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疫
情。二要务必进一步落实措施、做

实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对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落
实，保持定力、持续坚守、毫不松
动，严防严控、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打一场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人
民战争，构筑起严丝合缝的疫情防
控坚固防线，确保各项防控工作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三要务必进一
步严密防控、毫不松懈。把各项防
控措施压实压细，全面织密扎牢防
控工作网，（下转第三版）

唐一军在全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全面压实责任落实措施做实工作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解放思想，从来没有“一步到位”，永远都是“继续前行”。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

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挑战。如果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不能与
时俱进、与时同行，就会被定式所束缚、被习惯所羁绊、被狭隘
所蒙蔽，工作就会陷入被动，改革就会停滞不前，发展就会毫
无起色。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向着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辽
宁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但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也十分短
暂。在此现实之下，省委决定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讨论，极端重要、适逢其时。全省上下务必要深入贯彻省委
十二届十次全会的要求部署，按照大讨论实施方案的具体安
排，再拧思维观念的“总开关”，以更宽的视野，理清发展思路，
解决重点问题，为加快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扫清障碍、
打牢基础，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根
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管全局的战略思想、管根本的战略举措、
管长远的战略谋划，我们只有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才能更好
地解放思想。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务必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学、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实
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持续地而不是短期地学，在学习中深化
大讨论，在大讨论中不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从而激发想抓
落实的自觉、强化敢抓落实的担当、提高会抓落实的能力。

更宽的视野，要有更高的站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
乎国家发展大局。这充分说明了辽宁在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提高国际产业竞争力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我们要跳出辽宁看辽
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
握，站在政治高度、战略高度、时代高度来审视辽宁、发展辽宁，（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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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讨论
★

在百年矿区阜新市新邱区，资源
枯竭曾是横亘在转型升级道路上的

“王屋山”。新时代愚公矢志创新，巧
用煤矸石制砖、发电、造纸，循环经济
扬帆启航，人才成为资源枯竭城区浴
火重生的扛鼎者。

我省首个“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区”和
全省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试点相继
落户新邱区，为做好相关工作，新邱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人才为尊，大力实施“党
建引领、文化铸魂、创新驱动、改革推
进”四大创新工程，实现“产业结构、经济
效益、发展理念、干部作风”全面升级。

“两区”建设落户新邱
高 40米、占地 700公顷、堆存量 5

亿吨，两座硕大的矸石山是新邱百年
开采留下的“肿痛”。春风一起满城粉
尘，雨雪过后黑水横流，矸石山既是生

态难题，也是民生大计。“把矸石山挪
走”是新邱转型升级的一道必答题，历
史重担压在这一代新邱人肩头。

煤矸石堆积和污染是世界性难
题，欲觅破解之道，需博学之、慎思之、
笃行之。新邱区委书记赵巍认为：“没
有无用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新邱要讲好煤矸石故事。”

新邱本土人才孙秀芹作为新时代
愚公的代表，首创“制坯不用土、烧砖
不用煤、造纸不排水、发电靠余热”的
煤矸石高效利用技术。在她的带动
下，35 家制砖企业扎根矸石山下，年
生产标砖 20 亿块，年消耗煤矸石 500
万吨。这些新时代愚公在挖山不止的
同时，也让循环经济成为新邱区“一体
两翼”经济格局的重要一翼。

当新邱人把循环经济做得风生水
起之时，又将目光放到提档升级上。

从哪入手？从何突破？
（下转第四版）

“四大工程”聚才俊
百年新邱因才兴

——阜新市新邱区创新人才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侯悦林

就中摩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摩洛哥国王互致贺电

习近平向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致贺信
均详见四版▶

习近平同志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释放了党中央加
快推进东北振兴的强烈信号，为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深
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东北地区战略地位、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加强党对东北振
兴的领导等重要论述，把深化改革作为首要任务，把增强创新能力作为根本途径，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
工作重点，把绿色发展作为根本要求，把开发开放作为重要抓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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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练就细分领域“小巨人”

习近平讲话全文详见二版▶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11
月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在辽
宁友谊宾馆会见以欧洲科技商会主席
福润·冯·途赫为团长的欧洲科技商会
代表团一行。

唐一军首先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
对代表团到辽宁考察访问表示热烈欢
迎，并感谢欧洲科技商会对我省在法
国巴黎举办辽宁—法国经贸合作推
介会给予的大力支持。在简要介绍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唐一军
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正
处 在 创 新 转 型 优 质 发 展 的 关 键 时
期。当前，辽宁正在深入贯彻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全面落
实习近平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
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更宽领域、更高层
次开展务实合作，以全面开放引领全
面振兴。真诚希望欧洲科技商会与
辽宁继续保持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
推动更多欧洲企业与辽宁开展富有
成效的交流合作，辽宁省各级政府将
为欧洲企业来辽投资发展提供最佳环
境、最好服务、最优政策，实现互利互
惠、共赢发展。

福润·冯·途赫表示，将积极参与
辽宁全面振兴发展，更好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带动更多欧洲研发机构和科
技企业到辽宁投资兴业，与辽宁协作
共进、共同发展。

副省长陈绿平、沈阳市市长姜有
为参加会见。

唐一军会见
欧洲科技商会代表团

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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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