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AONING DAILY
扫描二维码

关注本报APP

http://www.lnd.com.cn北国网网址：

今日12版

2018年12月

3
星期一

戊戌年十月廿六

均详见四版▶

详见五版▶

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讨论
★

淮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
省新兴工业城市。

铁岭，国家粮食主产区，辽北重
镇，资源丰富，区位优越。

就在今年夏天，基于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共同目标，这两个相距千
里的城市决定合作建设铁岭首个跨
区域“飞地园区”——铁岭淮安工业
园，这是铁岭淮安两地对口合作的重
大成果之一。目前，园区的公司注

册、投资主体、选址等工作已经完成。
其实，铁岭淮安工业园的建设只是

铁岭市“飞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异地摆项目、项目共引、成果共

享，眼下，在铁岭，“飞地经济”正以
其独特魅力，助力各级政府尤其是
经济落后地区积极招商引资，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铁岭市共推进“飞地
项目”63个，丰源环保工业废弃物处

理等一批亿元以上项目相继落户
“飞地园区”。

“飞地经济”正在成为铁岭推动
区域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新
引擎。

“一把手”督战
“勤务员”保驾

11 月 18 日，星期日，铁岭市召
开专题会议，就“飞地经济”工作进

行再部署。
此前，8月 8日，铁岭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带领各县（市）区“一把
手”齐聚铁岭县，利用一整天的时
间，参观了 7个“飞地项目”，并召开
现场会，向全市推广铁岭县发展“飞
地经济”的成功经验。

9 月 13 日，全省推进“飞地经
济”现场会一结束，铁岭市立即召开
专题会议，（下转第四版）

异地摆项目 开启区域协调发展新引擎
——铁岭市着力推进“飞地经济”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日
前，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调整一批行
政职权事项的决定，根据法律、法
规、规章等立改废情况和国务院、
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取消调整行
政职权 521 项。其中：取消 74 项，
下放（含委托下放）各市行使 58项，

合并 180 项，增加 85 项，调整规范
54 项行政职权子项，明确以市县属
地化管理为主 28 项，转为内部管理
事项42项。

在取消调整的行政职权事项
目录中，记者发现，对暂住证的收
缴、会计资格认定、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认定等行政职权事项均在取
消之列。

据省委编办介绍，此次调整规
范省直部门行政职权具有“弱审批、
强监管、明责任”的特点：“弱审批”，
即拟取消下放（含委托下放）的行政
职权中，行政许可占拟取消下放总
量的 49%，对持续简政、提高放权

“含金量”、科学规范管理具有积极
意义。“强监管”，即拟增补的行政职
权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57项，占
拟增补总量的 69%，主要是根据法

律法规立改释需新增的行政职权，
充分体现了各部门依法行政意识的
进一步增强，也符合中央关于“法定
职责必须为”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的改革要求。“明责任”，即对拟委托
下放的 50 项行政职权，逐项明确了
相关免责情形和追责情形，确保委
托下放后责任落实到位。

据了解，我省自 2015 年省直部
门权责清单公布以来，共 10 批次取
消调整行政职权 1084 项，频次和力
度位居全国前列。（下转第三版）

我省取消调整行政职权521项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12
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求发，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在沈
阳会见了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
海一行。

陈求发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对
景俊海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他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
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进东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
力。当前，辽宁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补齐拉长“四个短板”、做好“六项重
点工作”，着力在抓落实上下功夫，确
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辽宁吉林
地域相连，深入推进经济合作交流，

是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希望两
省深入挖掘合作优势和潜力，用足用
好辽宁港口资源，努力在汽车制造等
更多领域寻求合作，共同谋划推进一
批大项目，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振兴
发展成果。

景俊海向辽宁长期以来对吉林
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
方全面深化合作，增加互动频次，拓
展合作领域，促进资本人流车流物
流加速流动，扩大共同市场，拉动经
济增长。

省及沈阳市领导刘焕鑫、陈绿平、
李金科、姜有为，吉林省及长春市领导
吴靖平、刘忻参加会见。

陈求发唐一军会见
吉林省省长景俊海一行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2月2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337件。本批转
办的信访件，涉及 14个市和 3个省直
部门。其中，沈阳市 66 件、大连市 78
件、鞍山市25件、抚顺市21件、本溪市
16 件、丹东市 21 件、锦州市 16 件、营
口市 14 件、阜新市 16 件、辽阳市 9 件

（其中 1 件与省生态环境厅交叉）、铁
岭市12件、朝阳市15件、盘锦市8件、
葫芦岛市19件，省生态环境厅1件，省
林业和草原局 1 件（与省生态环境厅

交叉），省营商环境建设局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环境问

题 542 个。其中，大气环境问题 147
个，占 27.1%；水环境问题 99 个，占
18.3%；噪音问题81个，占14.9%；生态
环境问题 60个，占 11.1%；辐射问题 7
个，占 1.3%；海洋环境问题 14 个，占
2.6%；土壤问题76个，占14.0%；其他类
型问题58个，占10.7%。当日，上述信访
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省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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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7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在辽宁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12月2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
办的第19批199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
结181件，其中，沈阳市转办25件办结
22件，大连市转办 31件办结 29件，鞍
山市转办14件办结12件，抚顺市转办
17 件办结 17 件，本溪市转办 10 件办
结 7 件，丹东市转办 15 件办结 14 件，
锦州市转办10件办结10件，营口市转
办 8 件办结 8 件，阜新市转办 21件办
结21件，辽阳市转办13件办结13件，
铁岭市转办 10件办结 8件，朝阳市转

办13件办结8件，盘锦市转办1件办结
1件，葫芦岛市转办11件办结11件。

截至目前，已办结的案件共约谈
72 人；问责 184 人，其中，通报 52 人，
诫勉85人，组织处理（责令辞职）1人，
组织处理（免职）3人，行政警告11人，
行政记过4人，党内警告23人，党内严
重警告4人，开除党籍1人。责令整改
1047家，立案处罚 390家，停产 55家，
查封扣押 44家，关停取缔 64家，立案
侦查 46件，罚款 2215.5153万元；行政
拘留2人，刑事拘留4人。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
199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结181件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水利工作系
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
答、阐述了节水治水管水兴水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日前，省水利
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殿武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水利系统要认
清形势、找准方向，在解放思想中发现
问题、查补短板，科学谋划好今后全省

水利工作重点。
王殿武表示，立足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我省水利工作在党
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
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就我省实际情
况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水
利工作，必须要把握好、处理好、解决
好三个关系，即如何处理好水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下转第三版）

以新发展理念节水治水管水兴水
——访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殿武

本报记者 胡海林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
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锦州以最有力措施确保督察问题整改到位

葫芦岛真抓实改做到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均详见二版▶

加强同人大代表联系，加强同
人民群众联系。倾听人民呼声，汲
取人民智慧。

11月 30日上午，在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正
在进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求发与所联系的全国人大代表、
省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坐
在一起，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
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面对面交流座谈。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

展、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加
快人才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0 名来自科研院所、高校、国企、民
企、农村的代表和6名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先后发言，他们结合履职实践
和基层调研情况，谈感受说体会提
建议，畅所欲言。

陈求发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
深入交流，并要求全省各级人大代
表强化政治意识、职务意识、责任意

识，影响和带动全省人民坚定不移
跟党走、齐心合力谋振兴。

与会者一致表示，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在辽宁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完成好首要政治任务
从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深刻认

识东北振兴的重大意义，把学习领
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是与会
人员的共识。

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是东北振兴的坚强保证。来
自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国人大代表侯漫路表示，辽宁振兴，
关键在党的领导。必须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要发挥基层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丁景昌表示，在国有资
产调研及对全省经济运行分析等工
作中切实体会到，（下转第三版）

带动全省人民跟党走谋振兴
——陈求发与所联系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

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赵英明

习近平就乔治·布什逝世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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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12
月2日，辽宁省与吉林省经济合作交流
座谈会暨签约仪式在沈阳举行。省委
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吉林省委副书
记、省长景俊海出席会议并讲话。

唐一军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吉林省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
展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辽宁和吉林山水相连、人
缘相亲、文化相融，是好邻居、好伙
伴、好兄弟，深化合作交流基础很

好、潜力巨大。近年来，吉林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
成就，吉林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我
们认真学习借鉴。加快推进辽吉全
面合作，是两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构建开放合作新高
地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我们要
以政府为引领、市场为导向、部门为
纽带、项目为核心、产业为基础，深

化交流合作，携手共创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的美好未来。一要共筑对
外开放新高地。充分发挥海港优
势、口岸优势、沿边优势，共建“一带
一路”开放新通道，推动辽宁自贸试
验区与吉林开发区、高新区等深化
合作，努力提升两省整体竞争力和
对外开放水平。二要共创产业合
作新模式。着力加强汽车、石化、
钢铁、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
的对接合作，合力打造区域合作产

业链和优势产业集群。三要共搭
科教合作新平台。充分发挥两省
科教资源优势，共同组建技术创新
联盟、公共研发平台，联合开展重
大关键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双
向转移转化。四要共拓旅游市场
新空间。依托合作平台，打破行政
界线，联合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联合
开发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五要共建基础设施新
网络。（下转第二版）

辽宁吉林举行经济合作交流座谈会暨签约仪式

深化全面合作 推进全面振兴
唐一军景俊海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
日电 （记者陈贽 霍小光 王海
清）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
致同意，以更加广阔视野谋划两国
关系发展蓝图，携手开创中阿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2 年多来，我同总
统先生5次会晤，创造了中阿关系史
上的新纪录。中阿合作的广度和深
度前所未有。当前，国际形势复杂
多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双方要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
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规划双边关
系，做深做实各领域合作，开创中阿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为两国和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继续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坚定不移支持对方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今年以来，阿根廷经济金融
形势出现波动。中方以实际行动支
持阿方维护本国金融稳定的努力，
对阿根廷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中
阿合作充满期待。双方要以未来 5
年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为纲领，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沟通
和合作，对接两国发展规划，统筹推
进各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
扩大进口阿根廷优质产品和服务，
促进双边贸易便利化。中方支持阿
方能源多元化战略，愿同阿方执行
好能源领域“旗舰”项目。中方愿积

极参与阿方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等
项目，促进阿根廷和南美地区互联
互通。要深化投融资和本币互换合
作，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
代表性。要推进青年交流，加强文
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合作，增
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习近平指出，中阿同为具有重
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应该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开放
包容的世界经济。中方愿同阿方加
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深
化南南合作，让经济全球化成果惠
及更多发展中国家，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前，受外部因素
影响，拉美地区形势也在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挑战增多。作为拉美人
民真诚的朋友和伙伴，中方相信拉
美各国有智慧、有能力通过自身努
力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振兴。我们
对拉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坚持
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同包括阿
根廷在内的拉美朋友一道，建设新
时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
中拉关系，积极参与中拉论坛建设
和“一带一路”合作，共同推动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祝贺刚刚闭幕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并通
过领导人宣言，向世界发出正确、积
极、安定人心的信息，（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

习近平接受阿根廷
“解放者圣马丁大项链级勋章”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