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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5月
17 日，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和消
防工作考核巡查反馈会议在沈阳召
开。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现场考核巡查第15组向我省反
馈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情况，
危化品专项巡查组通报危化品专项
巡查情况。省委书记陈求发出席会
议并讲话。

考核巡查组指出，辽宁省委、省
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决策
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紧围绕辽宁振兴发展大局，高
度重视、源头治理、创新驱动、多措
并举、强基固本，着力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安全生产事故总量、死亡
人数、火灾起数持续下降，未发生特
别重大事故，连续7年未发生重大火
灾事故，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形势
总体稳定。考核巡查组同时指出辽
宁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陈求发表示，这次考核巡查指
出的问题和反馈的意见，省委、省政
府完全赞同、诚恳接受、严肃对待，
坚决抓好整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多
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把抓好问题整改作

为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
护”的具体体现，作为维护社会大局
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
我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取得扎实
成效，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陈求发强调，要严格按照考核
巡查要求，创新方式方法，坚持齐
抓共管，进一步抓好问题整改，对
反馈指出的问题，尽快研究制定整
改方案，（下转第二版）

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考核巡查反馈会议在沈阳召开

陈求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5月
1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工作部署会议。会议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压实责任、
直面问题、精准施策、狠抓整改，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任
务。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周波主持

会议。
唐一军指出，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大制度安排。做好督
察整改既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更
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全力以赴推动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确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全部解决到
位，确保提出的指导意见和要求全
部落实到位。

唐一军强调，完成好督察整改
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各地
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立即
查摆、彻底整改，确保按时保质完
成整改任务。一要统一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从主观认识上挖
根源、从思想深处上找差距，切实
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切实抓牢环保
督察整改落实的工作责任，做到真
改实改、全面整改。二要聚焦重点
问题，着力攻坚克难。集中力量、
集聚要素，紧扣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提出的突出问题，一项一项制
定具体周密、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实行项目化管理，清单式推进，务必
按时保质整改到位。狠抓辽河流域
综合治理，（下转第二版）

唐一军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提高站位聚焦问题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按时保质完成整改任务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文明充
满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文明进
步的重要动力。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习近平主席洞悉亚洲文明与人
类文明发展规律，把握亚洲人民对
建设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

融通的亚洲的期待，明确提出了夯
实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的4点
主张，彰显了包容并蓄、融合共生的
中国智慧，体现了宽广的世界视野、
深厚的人文情怀。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
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
追求，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

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了多彩多姿
的亚洲大家庭。当前，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
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
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
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
力、共同应对。（下转第三版）

坚持四点主张是夯实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近日，在大连海关的
监管下，一艘大型活畜运输船满载3300头优质种牛抵
达大连。为保证此次进口的种牛快速通过口岸检疫，
避免因卸载时间过长对种牛造成损害，大连海关第一
时间为企业提供定制检疫通关服务，显著提高了通关
效率。

随着全省口岸工作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我省跨
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正在稳步提高。5月 17日，记者从
省口岸办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50.6 小时，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压缩了 59.89%；出口整
体通关时间 6.29 小时，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压缩了
62.82%。

省口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
视口岸通关便利化工作，省内各地各部门从减单证、优
流程、提时效、降成本等方面入手，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全省通关便利化工作取得较为显著成效。

减单证方面，各口岸简化了进出口监管证件。截
至 2018 年底，各口岸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已
从 86种减至 46种，除安全保密需要等特殊情况外，其
他均实现联网并在通关环节比对核查。今年以来，我
省还取消了汽车零部件自动进口许可证，出口原产地
证已实现网上申报，大大提高了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
效率。

我省还通过推动通关流程环节“去繁就简”，促进
整体通关时间进一步压缩。去年，大连海关、沈阳海关
开展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百日会战”，持续推广关税保
证保险、提前申报、检验后货物“先放行后改单”、大宗
资源性商品“先验放后检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简化
通关流程，提高通关时效。

降成本方面，我省扎实开展了清理口岸收费工作。2018年，我省建立清理
口岸收费工作机制，并在全省13个口岸的服务现场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公示
口岸收费标准。今年，我省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降低了部分政府定价的港口经
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推动23家船舶公司下调码头操作费、人工制单费、签单费等
费用。

省口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简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
间、降低通关成本。具体举措包括继续鼓励企业采用“提前申报”模式，提高进口
货物“提前申报”比例，进一步压缩港口码头及物流作业时间，提升全省“单一窗
口”业务应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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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5月17日从省法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辽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掀

“风暴”，当天共有8件涉黑涉恶案件集
中宣判。这是近1个月内全省法院第三
次集中宣判。据介绍，这3次集中宣判
总计74件案件，形成了强大震慑力。

此次集中宣判包括沈阳、鞍山、抚
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六地法院，1件
为涉黑案件，7件为涉恶案件，涉被告
人83人。其中，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
院对梁某兴等 17 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公开宣判，对
首犯梁某兴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寻
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保险诈骗罪、

骗取贷款罪 7 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
有期徒刑19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余 16 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 8
年以下不等刑期。

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省法院积
极开展宣教攻势，全省法院先后 6 次
集中宣判 105 件案件，覆盖全省 14 个
地市；全省法院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
展板等方式公开举报电话，借助主流
媒体和自媒体开展宣传，形成线下线
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宣传
格局和全媒体发声的舆论态势。

严怡娜 本报记者 侯永锋

辽宁法院集中宣判8件涉黑涉恶案件

扫黑除恶 进行时

前段时间，在道依茨一汽（大连）
柴油机有限公司车间，一批柴油机刚
组装完成，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柴油
机出现漏油情况，价值 100 多万元的
产品眼瞅着就要报废。紧急关头，车
间领导第一时间想到了“创新大王”鹿
新弟。鹿新弟经过现场研判后，用自
己钻研出的创新工法，干净利索地解
决了漏油问题。

大家口中的“创新大王”鹿新弟，
是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发动机装调工、高级技师，曾获全国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目前有 3 个国家
级技能工作室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984年，鹿新弟来到道依茨一汽
（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技工学校学习
钳工技艺。3 年后，他以专业第一名
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公司研发部。

“我是学钳工的，对柴油机和搞研发实
在不懂，当时特别郁闷。”鹿新弟决定
先去研发部试验室试试，一周后，他的

想法就发生了变化：“这辈子，我就在
研发部这儿干了！”

“发动机的声音真是太动听了，它
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就这样，鹿新
弟与柴油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凭借
对机器声音的敏感，鹿新弟可以做到
仅通过声音就诊断出故障原因。为
了使故障排查更加精准，他还独家创
造了“看、听、摸、闻、问、测量”六步检
测法，准确率高达 99%，被称为“柴油
机医生”。

2005年，企业引进道依茨柴油机，
鹿新弟被调到新组建的生产车间。他
经过上千次的试验，整理出上万组试
验数据，历时3年，率先在国内外内燃
机行业建立“道依茨柴油机试验方
法”，使中国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柴
油机调试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这
项技术，使柴油机试验时间缩短25分
钟，累计为公司节省4816万元，减少有
害排放物436吨。（下转第二版）

拥有500多项技术成果的“创新大王”
——记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发动机装调工鹿新弟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本报讯 记者侯国政报道 5月
17 日，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恒力石化
产业园，新一轮东北振兴的战略项
目——恒力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正式全面投产，这是全球一
次性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工艺最复
杂、加工流程最长、一体化程度最
高、配套最齐全的重大石油炼化项
目，也是大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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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为大连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民营大型炼
化一体化项目，恒力石化 2000 万
吨/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 的 开 工 建
设，得到省委、省政府以及大连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
持。大连市为项目配备专门的“服
务秘书”，提供高效的服务保障，使
得整个项目从破土动工到全部投
产仅历时 22 个月，创造了世界石化

工业的奇迹，是我国七大石化产业
基地中最早建成投产的重大石化
产业项目。

恒力集团在炼化一体化项目施
工过程中，秉承“10 年不落后”的建
设理念，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
工艺，严格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内
在优、外在美、最安全、最环保”的世
界一流石化园区。

恒力在国内首次运用沸腾床渣
油加氢裂化技术，提高原油利用率

5个百分点。在全球率先应用全加氢
工艺，总加氢规模达 2700 万吨/年；
45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规模世
界超大，可提高国内芳烃总产量
30%，从而扭转过度依赖进口的局
面，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话语权。
恒力还首次采用柴油加氢、混合脱
氢、正异构分离等新技术，化工品率
高达70%，将大大改变大连石化产业

“油头大、化尾小”的现状，优化大连
石化产业结构。（下转第二版）

按照世界标准建设 树立石化行业标杆

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助力大连高质量发展

我省出台20项举措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到明年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主要业务应用率达100%

详见二版▶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侯永锋
报道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5 月 16
日至20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
组进驻辽宁省开展第一轮督导工作

“回头看”。5 月 16 日上午，督导组
“ 回 头 看 ”工 作 汇 报 会 在 沈 阳 召
开。督导组组长姚增科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委书记陈求发主持会议
并作表态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
唐一军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周波
出席会议。

姚增科指出，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特别是中央督导组进驻后，辽宁
扫黑除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
向纵深发展，与振兴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双赢局面，成绩来之不易，令人
鼓舞。最根本最重要的是，省委、省
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
专项斗争与中央巡视反馈整改、净
化修复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统
筹推进、一体落实；实行省委书记、
省长“双组长”和“五级书记抓”等制
度，有效发挥了第一责任人的示范

和导向作用。
姚增科希望，辽宁要以此次“回

头看”为契机，一是更加坚决准确对
标对表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政治担
当，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政法机
关直接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
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坚持一级
抓一级与一级抓多级相结合，对重
点地区、重点领域和重大复杂问题，
条块结合，由省抓到县、市抓到乡镇
和村，确保打好“攻坚年”一个又一
个攻坚战既定目标实现。二是围绕

“五个一批”持续发力，再立案查办
一批案件，再审判审结一批案件，再
深度剖析一批案件，再深入开辟

“第二战场”发现一批高质量有价
值线索，再探索一批具有辽宁特色
的做法经验，用新的斗争成果彰显
斗争声威，震慑犯罪，严明法纪，取
信于民，振奋人心。三是进一步明
确主攻方向，聚焦“打伞破网”这个
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力促“打财断
血”和“行业系统治理”取得新进展、
新突破。（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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