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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2018年，我省全力推进
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吸引投资取得丰硕成果。1 月 30
日，省商务厅公布数据，去年，全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
金 4193.3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全省实际利用外
资 2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引进国内资金项目 2081
个，同比增长 8.7%，实际到位内资 3857.3亿元，同比增长
11.9%。

从产业分布看，引进内资中，第三产业到资2142.3亿
元，占总额比重超过一半，第二产业到资 1643.5亿元，占
总额的42.6%；引进外资中，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
产业实际利用外资33.9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省总
量的69.3%，比上年同期提高11.4个百分点。

从投资主体看，民营企业投资增长迅速，成为我省项
目建设的主力军，2018 年，796 个民营投资项目扎根辽
宁，到资1612.2亿元，同比增长16.7%，占全省到位内资总
额的41.8%，所占比重较上年进一步提高。

从投资额度看，亿元以上的大项目成为我省引资的
坚实支撑。2018年，到资1亿元以上项目691个，到位资
金 3296.6 亿元，占总额的 85.5%。其中到资 10 亿元以上
项目55个，到资1461.5亿元。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成绩的取得，源于省市积
极搭建各类招商引资平台、加大重大项目推进力度、强化
营商环境建设等。

招商引资，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2018年，我
省组织了一批国内外招商引资活动，搭建各类招商引资平
台，不断加强国内外投资合作。在省领导的带动和各地各
部门的配合下，我省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举行了一系
列招商推介和经贸活动，中俄粮食走廊等一批重大外资项
目落地辽宁。同时，面向国内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
重点区域，我省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成功举办了

“辽宁招商促进周”活动，（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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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1月
30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我省
将实施最大力度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降费政策，将“六税两费”的减征幅
度按国家授权上限即 50%落实，据初
步测算，全年可减轻全省小微企业税
费负担59亿元。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此次减税降费一揽子政策叠加后减轻
的59亿元税费负担中，有18.2亿元是
基于按50%幅度减征税费政策的结果。

1 月 17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
了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明确
了三项可直接操作的减税政策：对月销
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放宽小型微利
企业标准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扩展
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其中，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
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
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初创
科技型企业从业人数上限调整为不超
过 300 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上
限调整为不超过5000万元。同时，授
权各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及宏观调
控需要，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
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等。

据介绍，此次实施的各项政策，有
利于我省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打
造发展环境最优省；有利于“放水养
鱼”，增强企业发展活力；有利于增强
我省政策竞争力，提升企业和人民群
众获得感，促进我省经济稳中向好。

我省将实施最大力度的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全年预计减轻小微企业税费59亿元

“嘟——”1月29日12时30分，大
连市旅顺口区双岛湾街道张家村村民
张义伦准时吹响口哨。开阔的盐田湿
地上，上百只水鸟落在岸边，开始享用
它们的午餐。它们中，有近70只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来这儿9年了，俺也喂
了9年。它们可是俺村的吉祥鸟。”张
义伦告诉记者，2010 年冬天，有村民
发现6只不同寻常的鸟来到村子边，经
确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目
前仅存不足3000只。村里为此专门组
建起一支护鸟队，专职喂鸟护鸟。

“第二年一下子来了60多只。以
后每年都来，最多时有200多只，俺村
也跟着出了名。”张义伦说。

在岸边摄影的人群里，记者见到
张家村村委会主任冷万军。他说：“东
方白鹳不仅美了山村，还富了村民！”
张家村2017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2018年获得“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
奖”。从2010年开始，村里以保护东方
白鹳为抓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2012
年，村里注册成立了大连美鹳美农业专
业合作社，把大樱桃等农产品注册为“美
鹳”品牌。现在“美鹳”已是我省著名品
牌，“美鹳”牌苹果还入选“全国一村一品
优质农产品”。

“村民们讲质量重品牌，也增加了
经济收益。”冷万军说，现在张家村的精
品水果、蔬菜一年四季都有上市，2018
年全村人均收入有望超过2.6万元。

东方白鹳美了山村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吕 丽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1月
30 日，全省工作实绩考核会议在沈
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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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回顾 2018
年度全省实绩考核工作，对 2019 年
度实绩考核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
唐一军主持会议。省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陈求发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

年，全省工作实绩考核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提高站位、校准方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勇于突破，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有力地推动了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我省的贯彻
落实，全省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阶
段性成果，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工作
实绩考核“风向标”“指挥棒”“助推

器”作用进一步彰显。
陈求发强调，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之年。要围绕全省中心工
作，明确实绩考核重点任务，以考核
促发展，以考核促落实，以考核转作
风，以考核树导向，全力推动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确保高质量完
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一是要聚焦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中央决策部署，突出

对补齐“四个短板”、扎实做好“六项
重点工作”的考核，强化对中央巡视
督察督办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的
考核，把“当下改”和“长久立”有机结
合起来，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是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好
实绩考核“风向标”“指挥棒”作用，
健全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合理设置
分值权重，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完成情况、关键性改革
任务推进落实情况、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民生工作考核，（下转第二版）

陈求发在全省工作实绩考核会议上强调

确保高质量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唐一军主持会议 夏德仁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明绍庚
报道 1 月 30 日，省直机关 2018 年
工作总结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
军主持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陈求发在讲话中指出，2018 年
是辽宁振兴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
年。一年来，省直机关旗帜鲜明讲
政治，围绕中心顾大局，求真务实敢
担当，从严治党正风气，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陈求发强调，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各项
工作意义重大。省直机关要带头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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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作为中心任务和工作主线，落
实好省委、省政府“1+8”系列文件，
凝心聚力，奋发有为，真抓实干，努
力在各项工作中当先锋、打头阵、作
表率。一是要在加强政治建设上作
表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机关各项建设，
努力打造过硬政治机关。二是要在
推动振兴发展上作表率，聚焦补齐

“四个短板”、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
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推
进“一带五基地”建设，深入实施“五
大区域发展战略”，引导广大干部积
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三是要在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作表率，持续
抓好“党建+营商环境建设”，紧紧围
绕企业所忧所急所困，积极帮助企
业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四是要在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作表率，切实
担负起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下转第二版）

省直机关2018年工作总结大会召开
陈求发讲话 唐一军主持 夏德仁出席

信心正在汇聚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述评之三

详见三版▶

■信心堪比黄金。“党中央对东北寄予厚望”——
去年金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的殷殷重
托，在松辽大地久久回荡

■新的一年，东北承载着信任与期望，向着梦想
奔跑前进。实现全面振兴，唯有真抓实干。美丽富饶
的东北大地，正在展现新的身姿

随着新春佳节的日益临近，
省会沈阳的喜庆气氛也越来越
浓。夜幕降临，在沈阳的主要景
点和大街小巷，形态各异的彩灯
将城市的夜晚装点得流光溢彩、
美不胜收。这些彩灯或以老盛
京为历史背景，再现百年前的市
井画面，展示东北地域独特的民
俗风情；或融入现代时尚和高科
技元素，契合年轻人的审美需
求；或以农历猪年为主题，造型
憨态可掬。

图为市民在沈阳奥体中心的
迎春灯会上欣赏一组大型彩灯。
本报记者 周福刚 郑 磊 摄

千灯璀璨
迎新春

台上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台下
宣传法规政策、讲解种植养殖技术、
书写春联、义务诊疗和免费送药服
务现场群众……1 月 24 日起，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发展改革委等
17个省直单位作为全省“三下乡”活
动的主办单位，分别牵头深入 14 个
市，与各市“三下乡”活动成员单位
共同举办2019年全省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和开展集中
示范活动，将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
群众的心坎上。

寒冬腊月数九天。送理论、送
文明、送服务、送人才……我省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辽沈大地
乡村火热开展，实实在在地给基层
百姓带去了精神享受、科技知识和
医疗等服务。

下乡要下到民心里，帮扶要帮
到点子上。今年我省的“三下乡”活
动，立足农村实际，着眼群众需要，
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发展、民
生和精神短板，让农民有更多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好日子从哪里来？从党的富民

政策中来。
今年全省“三下乡”活动，把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辽
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活动
重要内容，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入广大农村。省和各

市“三下乡”活动成员单位向广大
农民赠送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传挂图。多家单位开
展了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紧密结合
农业、农村和农民实际，联系群众
身边发生的变化，宣传阐释党中央
大政方针、为民利民惠民政策，帮
助农村干部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
策，让党和政府强农惠农富农的政
策走进乡村、走进农户。

（下转第二版）

把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2019年我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关艳玲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详见三版、四版▶

■《意见》强调，要切实把部队管理
工作聚焦到备战打仗上，强化备战打仗
鲜明导向，完善战时部队管理体系

■《意见》明确，要牢固确立习近平
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
主席系列重要论述

详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