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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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
月 21 日下午，在结束对巴布亚新几
内亚独立国、文莱达鲁萨兰国、菲律
宾共和国国事访问，在巴新同建交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
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 21 日下午，习近平离

开马尼拉启程回国。菲律宾政府高
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离开马尼拉前，习近平还亲切会见
旅菲华侨华人代表，鼓励他们为菲律
宾发展和中菲友好合作作出新贡献。

结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菲律宾国事访问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
岛国领导人会晤，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

习近平回到北京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明绍庚
报道 11 月 21 日，省委、省政府召
开全省旅游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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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发展旅
游业的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全省旅
游业改革发展工作。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省委副书
记、省长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求发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
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进
旅游发展和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着力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自觉用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旅游业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陈求发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
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省建设。一
是要培育壮大旅游企业，坚持解放
思想、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壮大一批
骨干旅游企业，大力招商引资，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企业竞争
力。二是要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坚

持用好存量，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
为旅游产业优势，努力做大增量，丰
富旅游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创新管
理机制，促进资源优化整合，实现提
质增效。三是要提高旅游产品供给
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
值，优化要素结构，丰富游客旅游体
验，提升旅游品质，激发消费兴趣。
四是要强化旅游营销宣传，加强国
内宣传引导，（下转第二版）

全省旅游工作会议召开
陈求发唐一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11
月 21 日，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
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第一次、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全省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陈求发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
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唐一军
出席会议并作有关传达。

陈求发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发展，作
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
军民融合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

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辽宁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新动能。

陈求发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期，
辽宁军民融合发展空间巨大、大有
可为，我们要把军民融合发展理念
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
程，努力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
局面。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增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解放思想，提高政
治站位，拓宽战略视野，强化融合理
念，坚持应融则融、能融尽融，最大
程度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二是
要强化资源整合，扎实抓好“军转
民”改革，进一步扩大协作配套，提高
本地化配套率，深入推进“民参军”，
强化军地需求对接，推进军民融合产
业向高端迈进，（下转第二版）

陈求发在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努力开创全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
唐一军出席会议并作有关传达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11
月 21 日，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召开
第一次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改革
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做好全省机构编制
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陈求
发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

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唐
一军出席会议。

陈求发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机构改革和机构编
制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为做好新时代辽宁机构编制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
工作，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关于机
构改革和机构编制工作的各项决策
部署在辽宁落实落地、开花结果。

陈求发强调，要抓住重点、统筹
推进，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务实的举
措、更有力的保障，全面完成党中央
确定的机构改革任务。一是要压茬
推进市县机构改革，加强对市县机
构改革的指导，建立定期调度制度，

帮助研究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确
保按期全面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二是要抓好事业单位改革收尾工
作，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继续
推动事业单位优化整合，不断提升
公益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要及
时开展机构改革检查验收，及时发
现共性问题和难点问题，研究继续
深化改革举措办法，不断巩固机构
改革成果。 （下转第二版）

陈求发在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扎扎实实做好机构编制工作 全面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唐一军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1月
21 日，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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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实际，
围绕补齐和拉长“四个短板”，对

标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查摆剖析
问题，提出思路对策措施。省政协
主席、党组书记夏德仁主持会议并
讲话。

夏德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四个短板”，对于破解振兴发
展难题、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具有重

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总书
记关于“四个短板”重要论述的核心
要义，切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动辽宁实

现高质量发展。
夏德仁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力补齐和
拉长“四个短板”。解决体制机制短
板问题，要围绕营商环境建设，继续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民营
经济发展。（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夏德仁主持并讲话

11 月 20 日 19 时 40 分，中共中
央党校北校区礼堂。大幕拉开，进
军的鼓声响彻全场，一位戎装的古
代将军出现在舞台上。一场高水平
的芭蕾盛宴就此开启。

这是辽宁芭蕾舞团年度巨制——
原创中国芭蕾舞剧《花木兰》在京演

出的第三场。11月16日、17日，《花
木兰》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场场
爆满，好评如潮，优秀的“辽宁号”文
艺精品再一次展现了它的艺术魅力
和市场价值。

继 2016 年的《八女投江》之后，
辽宁芭蕾舞团的作品再次出现在中

共中央党校的舞台上，是难得的殊
荣。这个晚上，《花木兰》在这里接
受党校师生更严格的品评。

被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无数次
演绎的“木兰从军”故事，在舞者的足
尖下转动起来。观众对它太熟悉了：
官府征兵现场，小吏点到了花木兰父

亲的名字，老人家一瘸一拐地走上前
去接过军令，观众席上有人轻声说：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花木兰
的女子身份暴露了，士兵们惊讶地看
着长发披肩的花木兰，观众席中又有
人吟道：“同行十二载，方知木兰是女
郎”……（下转第四版）

足尖演绎的“木兰从军”唯美大气
——辽宁芭蕾舞团《花木兰》在京演出侧记

本报记者 高 爽

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必
须从统筹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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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环境、重振
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我们要
在学深悟透、身体力行上下功夫，着力推动辽宁实
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东北三省考察，
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要从统筹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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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环境、重
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把脉定
向、掌舵领航，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战略性、针对性和指导性。辽宁省委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在学深悟透、
躬身践行上下功夫，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具
体行动和实际成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切实把破解思想观
念短板作为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放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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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气象新担当
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我们要深入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紧
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着力破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思维，牢固树立改
革创新、开拓进取意识；着力破除以官为本、权力至上思想，牢固树立服务第一、平
等友善意识；着力破除多诺少信、前后不一不良习惯，牢固树立依法办事、重信守
诺意识；（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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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1 月
21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196件。本批
转办的信访件，涉及 14个市和 1个省
直单位，其中，沈阳市44件、大连市42
件（其中 1 件与省生态环境厅交叉）、

鞍山市 16 件、抚顺市 7 件、本溪市 7
件、丹东市 12件、锦州市 5件、营口市
13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11件、铁岭
市4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6件、葫芦
岛市14件，省生态环境厅1件。

（下转第二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96件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1 月 21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
办的第八批158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
结 130 件。其中，沈阳市转办 41 件办
结35件，大连市转办24件办结22件，
鞍山市转办 14件办结 9件，抚顺市转
办10件办结10件，本溪市转办6件办

结5件，丹东市转办13件办结13件，锦
州市转办3件办结1件，营口市转办7
件办结3件，阜新市转办7件办结5件，
辽阳市转办4件办结3件，铁岭市转办
12件办结8件，朝阳市转办8件办结8
件，盘锦市转办 3件办结 3件，葫芦岛
市转办6件办结5件。 （下转第二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
158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结130件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找准
政治定位，着力破除纪检监察工作与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观
念和思维定势。”省纪委副书记、省监
委副主任邵林认为，要围绕构建“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创新

工作思路，在激发动力、提高监督效能
上下功夫，力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上取得更大突破。

“纪委监委作为党的政治机关，要带
头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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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四版）

坚持问题导向在提高监督效能上下功夫
——专访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邵林

本报记者 王 坤

辽阳环境整改态度坚决效果立竿见影

鞍山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均详见二版▶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21 日电
（记者缪晓娟 陈贽） 国家主席习
近平 21 日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众
议长阿罗约和参议长索托。

习近平称赞阿罗约和索托是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赞赏两位
议长长期以来为中菲友好所做大量
工作。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菲关
系焕发新的活力，实现了由转圜、巩
固到提升的跨越式发展，为两国人
民带来福祉，促进了地区和平稳
定。昨天，我同杜特尔特总统一致
决定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更好引领两国关系发展。我们要沿
着这一正确道路继续大步向前，深
化务实合作，夯实双边关系物质基
础，加强人文交流，筑牢双边关系民
意基础，妥处南海问题，坚持双边关
系发展正确方向，做共同发展的好
邻居、好伙伴。

习近平指出，立法机构友好交
往是中菲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中菲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希望菲律宾
参众两院能够为促进中菲友好发挥
更大作用。两国立法机构要互学互

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开展多
层次、多形式交流合作，密切在国际
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协调和配合，
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助力。希望菲
律宾议会支持政府推进同中国务实
合作，支持、推动两国在教育、文化、
旅游等领域合作，让中菲关系的民
意基础更加坚实。

阿罗约和索托欢迎习近平访问
菲律宾。他们表示，菲中关系正处
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全方位合作
良好，中国是菲律宾经济发展最重
要的伙伴之一。（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众议长和参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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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编者按 《学习时报》2018年11月21日刊发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的
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篇
章》。文章从“解放思想”“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
础、全面深化改革”等八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辽宁
省委在学深悟透、躬身践行上下功夫，把习近平总
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具体行
动和实际成效。本报今日予以全文转载，希望广
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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