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AONING DAILY
扫描二维码

关注本报APP

http://www.lnd.com.cn北国网网址：

辽宁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1—0001 报刊邮发代号7-1总第23370号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政编码：110003 广告垂询：024-22698121 年价：520元 零售：1.5元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23782738

今日8版

2018年11月

19
星期一

戊戌年十月十二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在辽宁

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讨论
★

本报讯 记者叶健 刘家伟报
道 11 月 17 日，气温微降，寒意初
显。当天上午，鞍山市 1500 余名党
员干部来到千山区万利集团金和矿
业公司排土场和后英集团尾矿库坝
下矿区，开展了首次冬季矿山生态
恢复义务植树活动。以此为开端，
鞍山市全面贯彻中央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总要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相
关部署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打响了矿山环境治理攻坚战。

鞍山市因矿而兴、因钢而立。
矿业经济在鞍山整体经济发展中地
位举足轻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为
鞍山人留下了一道矿山环境治理的
难题。近年来，鞍山市一直持续推
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在前期努力
的基础上，今年，鞍山市委、市政府
深度开展环保攻坚，以实现“山清水
秀的新鞍山”为目标，创新思维、拓
宽思路，充分运用植树造林规律，首
次开展了冬季矿山生态恢复义务植
树活动，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生态鞍
山、共建共享”浓厚氛围，为打赢矿山

环境治理攻坚战不断凝聚新合力。
冬季植树优势多。鞍山市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秋冬时节
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蒸发量小，土
壤墒情好，苗木本身水分充足，移栽
过程中不易失水，所以植树成活率
高。这时植树，还可避开苗木病虫害
高发季节，更有利于苗木健壮生长。”
鞍山市提早动手在全市适宜矿区实
施冬季植树活动，确保植一片、活一
片、成林一片，扎实推进矿山复绿。

在植树现场，鞍山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和市直机关

党员干部忙着搬树苗、挖树坑、培新
土，火热的场面与微冷的天气形成鲜
明对比。据介绍，当天共栽植银中杨
6500株，植树面积6.2万平方米。

下一步，鞍山市委、市政府将进
一步加大投入，深入推进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工作，让裸露的山体、“开
膛破肚”的矿山早披绿装。鞍山市还
将不断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和
环保举措，本着“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持续对城市周边矿山开展生态修
复，凝聚各方力量精心打造绿色生态
矿山，努力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鞍山抢早植树打响矿山环境治理攻坚战

这是一张稍显密集的“日程表”。
10 月 26 日，全省首单“进口关

税履约保证保险”在中国（辽宁）自
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签单；11月2
日，沈阳片区举办“金融岛”跨境电
商及跨境金融研讨交流会；11 月 5
日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10 家来自沈阳片区的企业实
现意向采购额达2.43亿美元……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推进
自贸试验区建设，辽宁蹄疾步稳。

2017年4月1日，辽宁自贸试验
区正式揭牌成立。自此，沈阳、大
连、营口三大片区，肩负起新时代推
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使命，整装出发。

大幕开启，波澜壮阔。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省政府的
安排部署下，辽宁举全省之力推进自
贸试验区建设。目前，省级层面共出
台了 20 个政策文件、215 项政策措
施，大力支持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

迎难而上，破局开路。
一年多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体

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核心，以
突出辽宁特色为重点，用更高水平
的改革开放激发活力、增添动力、释
放潜力、提升实力。

截至今年10月31日，辽宁自贸
试验区共新增注册企业33036家，注

册资本达4816.6亿元。首批25项改
革创新举措，已在全省推开。

“要加快落实辽宁自由贸易试验
区重点任务。”今年 9月，在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辽宁将牢
记嘱托、不辱使命，解放思想、锐意
进取，埋首精耕改革“试验田”，为国
家试制度，为区域谋发展。

敢为人先 深化改革
的“破冰者”

挂牌不到半年，全国首张“46
证合一”营业执照就在辽宁自贸试

验区营口片区发出。这项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让企业走完登记流程缩
短了约50个工作日。

“减证”是表，“简政”为核，目的
是降低制度性成本。

纵观东北经济发展存在的种
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长期积累
的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造
成的。

不以改革之力撬动体制机制之
变，扫除“拦路虎”，发展瓶颈便无法
突破，高质量发展更无从谈起。

中央批准在辽宁设立自贸试验
区，是支持东北振兴重大政策的强化
和重大举措的具体化，（下转第四版）

精耕改革“试验田” 构筑开放新高地
——我省推进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述评

本报记者 董翰博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8日电 （记者孙勇 霍小
光 骆珺）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的重
要讲话，强调亚太各方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秉
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宗旨，把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大
方向，努力保持亚太合作势头，稳步迈向更高水平。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与会领导人依次抵达，受
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热情迎接。

当地时间上午 10 时 30 分许，会议开始。奥尼尔主
持。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是“把握
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围
绕“连接数字化未来，实现包容性增长”等重点议题深入交
换看法，回顾合作历程，共商亚太愿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发展和变革风起云
涌。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
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

第一，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型亚太经
济。我们应该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各类
自由贸易安排，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促进彼
此协调，实现良性互动。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
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要引导经济全
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我们应该全面
平衡落实《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释放数字经济增长
潜能，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
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
济发展成果，让亚太地区人民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

第三，坚持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包容联动发展。
我们应该深入落实互联互通蓝图，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引领，采取更多务实举措，让发展更加均衡、增长更可

持续、机会更加平等、社会更加包容。
第四，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我们

应该坚持共谋发展这个公约数，探索解决共同挑战。要立
足多样性实际，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开放包容的
基础上交融互鉴，在良性竞争的同时互利合作，共同构建
亚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将坚
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中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向好的总体势头会
继续保持下去。中国愿同亚太各方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培
育更多利益契合点和经济增长点，为亚太经济注入强大新
动能。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高质量、高
标准、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为亚太和世界各国人民创
造更大发展机遇。

习近平强调，亚太地区领导人有责任规划好亚太经合组
织2020年后的合作愿景。中国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
坚定践行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同亚太各方的紧密合作，也
为亚太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中国将深入参与亚太合作进
程，同各方深化务实合作，为亚太地区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与会经济体领导人表示，亚太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
也面临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挑战。当前形势下，各方要坚
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保护主义，支持亚
太经合组织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实现平
衡、创新、可持续、包容增长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
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携手共建活力、开放的亚太。各方
应该抓紧制定亚太经合组织2020年后合作愿景，在各经济
体推广数字化和创新成果。

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一
道出席世界经济形势非正式对话会，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拉加德介绍世界经济形势。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推动亚太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11
月16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
已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截
至 10 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4.1
万人，完成年计划的107.6%；城镇登
记失业率3.95%，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0.5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就业

形势，各地区、各部门把稳就业作为
重要政治责任，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工
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具体
安排，稳重点、兜底线，多措并举、综
合施策，大力促进就业创业。

我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开展促进高
校毕业生留辽回辽来辽就业创业专
项行动、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
业生就业帮扶专项行动，组织创业
就业先进典型巡回宣讲，开展“系家
乡情怀 建美好辽宁”系列宣传活
动，举办“聚人才 促就业”“热爱辽
宁 投身辽宁振兴发展”等大型招聘
活动。全省各地就业部门密集组织
校园、网络、国企、民企、县域等系列
专场招聘会 3000 余场，线上发布岗
位信息 48.2 万个。先后赴江苏、吉
林、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开

展人才招聘活动，累计提供就业岗
位14878个，达成就业意向3494人。

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的同时，我省大力推进以创业
带动就业工作。落实创业扶持政策，
为145家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提供1.1
亿元就业专项补贴。截至目前，全省
创业孵化基地达到358家，入驻企业
1.7 万户，吸纳就业 13 万人；扶持创
业带头人 1.1 万人，带动就业 6.7 万
人；举办“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创业高端论坛峰会、创业博览会等
创业活动1896场。 （下转第二版）

我省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截至10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4.1万人，完成年计划的107.6%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1 月
18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的第五批176件群众信访问题已
办结 155 件（3 件交叉办理案件）。其
中，沈阳市转办 47件办结 37件，大连
市转办 31 件办结 30 件，鞍山市转办
13件办结 10件，抚顺市转办 9件办结
9 件，本溪市转办 5 件办结 5 件，丹东
市转办 8 件办结 8 件，锦州市转办 12
件办结 12件，营口市转办 10件办结 5
件，阜新市转办 6件办结 6件，辽阳市
转办 11 件办结 9 件，铁岭市转办 1 件

办结 1 件，朝阳市转办 11 件办结 10
件，盘锦市转办 3件办结 3件，葫芦岛
市转办 10 件办结 9 件，省直管转办 2
件办结1件。

截至目前，已办结510件，其中属实
348件，不属实162件。已办结的案件共
约谈20人；问责38人，其中，通报7人，
诫勉24人，组织处理（责令辞职）1人，
行政警告3人，党内警告3人。责令整
改192家，立案处罚59家，停产5家，查
封扣押10家，关停取缔7家，立案侦查
5件，罚款279.52万元；刑事拘留1人。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
176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结155件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1 月
18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200件。本批
转办的信访件，涉及14个市，其中，沈
阳市 49 件、大连市 35 件、鞍山市 15
件、抚顺市11件、本溪市11件、丹东市
14件、锦州市11件、营口市9件、阜新
市6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7件、朝阳
市14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环境问

题 336 个。其中，大气环境问题 112
个，占 33.3%；水环境问题 62 个，占
18.5%；噪音问题53个，占15.8%；生态
环境问题 26 个，占 7.7%；辐射问题 2
个，占 0.6%；海洋环境问题 4 个，占
1.2%；土壤问题 34 个，占 10.1%；其他
类型问题43个，占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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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0件

“补齐民生短板，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在辽宁振兴
中大有作为，是我们住建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的光荣使命和责任。这就要求
我们首先要解放思想、昂扬精神、奋发
努力，全力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
展。”11月16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党组书记、厅长魏举峰在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时说。

魏举峰表示，解放思想意味着进
一步转变观念，克服惯性思维，去掉条
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
深处找不足、挖根源，在实践中找办
法、想对策，（下转第二版）

在助力全面振兴和补齐民生短板上有更大作为
——专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魏举峰

本报记者 刘 佳

习近平抵达斯里巴加湾
开始对文莱达鲁萨兰国进行国事访问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均详见三版▶

锦州落实整改任务坚决做到“四个不放过”

葫芦岛确保问题真整改群众真满意
均详见二版▶

习近平讲话全文详见三版▶
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