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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12日电（记
者赵博）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
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习
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
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
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
替代的作用。希望港澳同胞继续以
真挚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
投身国家改革开放事业，顺时而为，
乘势而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共同谱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会见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崔世安以及部分访问团成员
先后发言，表达了对改革开放道路、

“一国两制”的高度认同。他们表
示，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港
澳今天的发展局面。他们还回忆了
亲身经历的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各
项建设事业的故事，并就新时代国
家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实践提出
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
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
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这个时机我
们邀请香港、澳门各界代表组团来
内地参观访问，并安排今天这样的

会见和座谈交流，表明中央充分肯
定港澳同胞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
的作用和贡献。大家讲了很好的意
见，从中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拳拳赤
子心、殷殷爱国情，感受到大家对
国家改革开放的高度认同，对“一
国两制”方针的高度认同，对香港、
澳门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关系的
高度认同，也能感受到大家对祖国
和香港、澳门未来的信心。大家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好，我们会认
真研究。

习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放成
功的实践，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
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

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
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今天在座各
位，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到内
地投资兴业，从事捐资助学等社会
公益活动。习近平向一直以来关
心、支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港
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主要
作用，包括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
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
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
先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鉴
作用。（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
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

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篇章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1月
12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 158 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 14 个市，

其中，沈阳市41件、大连市24件、鞍
山市 14 件、抚顺市 10 件、本溪市 6
件、丹东市 13 件、锦州市 3 件、营口
市 7件、阜新市 7件、辽阳市 4件、铁

岭市12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3件、
葫芦岛市6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环境
问题 253 个。其中，大气环境问题
79个,占31.2%；水环境问题65个，占
25.7%；噪音问题 29 个，占 11.5%；生
态环境问题 25 个，占 9.9%；辐射问

题4个，占1.6%；海洋环境问题2个，
占 0.8%；土壤问题 33 个，占 13.0%；
其他类型问题16个，占6.3%。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办
各市。按照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的要求，整改和处理情况将
及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8件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11
月1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到
沈阳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整改任务推进落实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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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加大力度、保质保量，狠
抓环保突出问题整改，坚决打好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攻坚战。
沈阳市列入国家“十二五”重

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 9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目前已
有南小河、浑南产业区等 4 座污水
处理厂完成整改，沈水湾等污水处
理厂实现通水调试，满堂河等污水
处理厂正在全力推进。督导期间，
唐一军先后来到满堂河、北部污水
处理厂，深入项目改造现场，详细
了解工程进度。他对沈阳市采取

有力措施，压实工作责任，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给予肯定。
他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既是关系高
质量发展的大事，也是群众关切的
要事，要牢记职责使命，扛起政治
责任，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提出
的各项要求，点对点、实打实、硬碰
硬抓好整改，做到立行立改、边督
边改、全面整改，坚决改到底、彻底
改到位，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
唐一军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推
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努
力向党中央和沈城百姓交上一份合
格答卷。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提
高站位。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工作，事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事关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下转第二版）

唐一军在沈阳市督导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推进落实情况时强调

狠抓责任落实 加大推进力度
坚决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攻坚战

辽宁优化营商环境
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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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拿到产权证后，我这悬了 3年的心
才算落了地。以后再也不用为这档
子事操心啦！”近日，家住铁岭市银
州区金城春天小区三号楼的孙立萍
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房屋产权
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以来，铁岭市委、市政府通
过夯实属地责任，压实部门责任，建
立起政府组织主导、部门协调联动
的工作机制，多管齐下，逐项督办，
有力地推动了已售商品房不能办理
产权证问题的解决。据统计，截至

目前，铁岭市已售商品房不能办理
产权证的155个小区，已经有108个
完成初始登记。

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买了商品
房的群众迟迟不能办理房屋产权
证，拿不到产权证，就不能办理抵押
贷款、不能上市交易，有的还影响到
孩子上学。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为尽快解决这部分群众的“难心
事”，铁岭市下发了《解决已售商品
房不能办理产权证问题的实施方
案》，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建立了
政府联席会议制度，一周一调度，逐

项督办。铁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亲自安排部署，多次到现场督办，
要求相关部门和地区领导干部一定
要以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心，
把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

在专项领导小组的统一调度
下，铁岭市制定了问题核实认定流
程图，核实了问题台账，摸清了底
数。随后，各县（市）区、各部门按
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同步推进。全市成
立了 4 个工作推进小组，明确责任
部门，各司其职，对开发企业欠缴

税费、消防整改、房屋未质监验收、
超容积率等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分
头推进。与此同时，铁岭市本着

“先行登记、并行完善、容缺办理”
的原则，实行“三个结合”，即与解
决信访问题相结合、与清理开发企
业遗留问题相结合、与补办棚改手
续相结合，显著加快了解决已售商
品 房 不 能 办 理 产 权 证 问 题 的 步
伐。其间，铁岭市参与解决此项问
题的各级工作人员积极作为、勇于
担当，坚持民生优先，严格依法依
规处理问题，不留尾巴。

铁岭多管齐下逐项督办已售房办证难题

今年2月至5月，中央第六巡视组对辽宁开展巡视，并首次
将沈阳、大连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
纳入巡视监督范围。7月，巡视组向辽宁反馈情况，直陈问题，
切中要害，指出辽宁选人用人问题比较突出，全面从严治党力
度不够，腐败问题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依然突出，落实中央巡
视整改要求不到位等问题。对此，辽宁省委完全接受，并成立
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梳理问题、研
究措施，形成全面整改落实一揽子方案体系，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确保巡视发现的问题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

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

巡视整改落实是“四个意识”强不强的试金石。推动整改
落地生根，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辽宁把抓好巡视整改工作
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7月20日召开的辽宁省委常委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
会上，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
把握整改任务要求，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会上，班子成员一一作个人对照检查。每位常
委都联系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实际，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
题，主动认领巡视反馈意见和班子对照检查中的问题和责任。

就在巡视情况反馈当天，辽宁省委立即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学习巡视反馈意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对号入座，刀刃向内，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不断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政治责任，以马上
办、钉钉子精神狠抓巡视整改工作，向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是辽宁全省干部统一思
想、增强政治觉悟的重要手段之一。7 月 25 日至 31 日，辽宁
省委派出工作人员先后列席 5 个市委和 20 个省直单位党委

（党组）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重点检查相关单位是否对
照巡视反馈意见逐条查摆问题并拿出具体整改举措。

“25家单位中有 19家单位民主生活会召开得不过关，有
的对巡视反馈意见学得不深不透，有的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还有的查摆问题、
举一反三的力度不够。”辽宁省委整改办公室督导组组长郭伟表示。对此，辽宁
省委明确要求相关党委（党组）立即补课整改，向全省上下传递出从严从实抓整
改的强烈信号，推动各级干部提升政治站位，形成了真认账、真整改的共识。

强化督导和整改日常监督，层层压实巡视整改责任

为推动巡视整改见实效，辽宁注重夯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制定《辽宁
省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实施细则（试行）》等制度，压紧压实“两个
责任”。辽宁省委成立了以陈求发任组长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
导小组，设立办公室，抽调专人集中办公，负责整改工作的综合协调、跟踪调度、
督促检查。（下转第三版）

辽
宁
抓
好
中
央
巡
视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落
实

条
条
要
整
改

件
件
有
着
落

人
民
日
报
记
者

孟
祥
夫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11
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审计委员会办
公室正式挂牌成立。省委副书记、省
长唐一军出席挂牌仪式。

根据《辽宁省机构改革方案》，组
建省委审计委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
调机构，其办公室设在省审计厅，接受
省委审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承担省
委审计委员会具体工作，研究提出审
计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的政策建议，组织研究审计工作规划、
重大政策和改革方案，协调推进和督
促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决策
部署以及省委和省委审计委员会决
定，研究提出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组织

协调军地审计协作有关事项等。
组建省委审计委员会，通过优化

审计监督职责，将省发展改革委的重
大项目稽察职责，省财政厅的省级预
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
督检查职责，省国资委的国有企业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省政府国有企
业监事会的职责等划入省审计厅。

组建省委审计委员会是落实加强
党对审计工作领导决策部署的重大举
措，是辽宁省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对
于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

中共辽宁省委审计委员会
办公室挂牌成立
唐一军出席挂牌仪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2 日宣布：应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
埃和总理奥尼尔、文莱达鲁萨兰
国苏丹哈桑纳尔、菲律宾共和国

总统杜特尔特邀请，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于 11 月 15 日至 21 日对上
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巴新
同 建 交 太 平 洋 岛 国 领 导 人 会
晤。其间，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独

立国总理奥尼尔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 11 月 17 日至 18 日出
席 在 巴 新 莫 尔 兹 比 港 举 行 的 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和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巴新

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产业结构单一、重化工业比重过
大……辽宁遇到了发展中的问题、成
长中的烦恼。唯有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走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绿色化
之路，才能推动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何庆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

何庆认为，在老工业基地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刻，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讨论”恰逢其时。全省工

业战线干部职工要以此为契机，以“重
强抓”专项行动为抓手，进一步转变思
想观念、理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
法、提升服务水平、激发工作干劲，将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推动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

在省委决定开展“解放思想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后，省工信厅党组
立即召开会议专题部署，研究制定了
实施方案。（下转第三版）

加快工业“四化”步伐
推动辽宁全面振兴

——专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何庆
本报记者 孙大卫

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讨论
★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在辽宁

营口立行立改
动真碰硬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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