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按照中央部署及省
委安排，省委常委周波、陈向群、谭作
钧、范继英、张雷分别深入基层进行
专题调研，听取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扎
实开展主题教育、推动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思路措施、工作进展、意见建议
等情况，并就相关工作的具体落实提
出要求、作出安排。

周波就推进沈阳经济区一体化
发展开展专题调研，深入沈阳经济
区各地，了解沈阳区域性金融中心
建设、沈阳经济区产业布局、科技创
新与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等相关

情况，并主持召开沈阳经济区一体
化发展座谈会。周波强调，推进沈
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要进一步搞
好顶层设计，完善发展规划，强化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考核导向。要健
全完善推进一体化发展工作领导体
制，形成包括决策层、协调层、执行
层在内的工作推进机制。要发挥沈
阳龙头带动作用，提升沈阳发展能
级，增强辐射力、带动力。要优化产
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协
同发展。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公共服务便
利共享。要建立完善利益协调机
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发展飞
地经济。（下转第二版）

周波陈向群谭作钧范继英张雷
深入基层开展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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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市清河门区，位于百里矿区
最西端，是典型的因煤而建、因煤而
兴的独立工矿区。2018 年，全区煤
矿全部关闭，长达百年的煤炭开采史
宣告结束。

“风雨多经人未老，关山初度路
犹长。”清河门区挥别“煤炭时代”，彻
底转变靠资源吃饭的传统发展模式，
以“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等创新实
践，找准阜新转型振兴的“清河门坐
标”，探索出一条绿色、优质的转型发
展之路。

“三大经济板块”齐头
并进成引擎

7月15日，记者站在乌龙坝镇朱
家屯村黄花山上远眺，5座煤矿呈扇
形分布在村庄周围，最近的两个相距
不足一公里。遥想清河门采煤鼎盛
之时，阜矿集团所属四大煤矿和40余
家地方煤矿分布在100平方公里地域
内，密度之大，放眼全国也不多见。

2017 年是清河门经济社会发展
的“分水岭”。在去产能、资源枯竭等

影响下，煤炭行业退出历史舞台，挖
出煤来就卖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向何处去？未来的路怎么走？
成为摆在区委、区政府面前的一道必
答题。

过去，仅7万余人的清河门区，上
万人在煤矿工作，如果加上家属，近一
半人的生活与煤炭息息相关。百年开
采造成的沉陷区占全区总面积的
2/3。以河西镇为例，7个村有6个是沉
陷区。采煤遗留下来的环境创伤需要
修复，群众生计需要接续产业承接。

面对独立工矿区转型发展这一
世界性难题，清河门人没有犹豫彷
徨，而是统一思想、积极谋划，一手培
育接续产业，一手壮大镇村经济，走
上了一条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创新
发展的道路。

2009 年，转型发展的标志性工
程——辽宁阜新皮革产业开发区在
河西镇开工建设。十年间，皮革产业
成长迅速，跻身中国制革示范基地、
省级出口基地和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下转第四版）

挥别百年采煤史 探索创新转型路
——阜新市清河门区绿色优质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截
至6月底，省属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比
增长 8.4%，人工成本利润率同比增
加 6.5 个百分点。7 月 17 日，省国资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表明，我省国
企三项制度改革效果初显。

国企改革中，人事、用工和分配

制度的改革，即三项制度改革一直较
为艰难。为激发省属企业活力动力，
今年以来，我省加大力度，推动省属
企业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与企业功能定位相配套的市场化
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管理体系，建立
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

能增能减的“三能”机制，着力破除
“铁交椅”“铁饭碗”“大锅饭”。

改革过程中，我省注重典型引
路，选树改革标杆，突出问题导向，开
展对标诊断，加强统筹规划，省属企
业加快了改革进度，改革效果初显。

今年以来，省国资委组织省属企
业学习中国联通辽宁分公司等企业
经验，结合实际制定三项制度改革方
案，推进经营机制转换，工作亮点频
出。本钢集团通过“四定”，机构总量
压减 29%，中层干部比例削减 22%，
管理人员减少15%；阜矿集团压缩管

理层级，基层单位减少 26%，总部管
理人员减少 80%，职工人数减少 1.6
万人，企业扭亏增盈；辽勤集团建立
绩效薪酬与个人业绩、企业效益紧密
挂钩的收入分配机制，所属单位数量
因合并减少85%，管理部门减少62%；
华晨集团通过共享用工、创新创业等
途径安置富余人员2000余人。

此外，环保集团、城乡建设集团
等十余户企业，还与央企建立深入合
作关系，学习其三项制度改革经验，
并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培训，全力推动
企业获得发展新动能。

省属国企三项制度改革效果初显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8.4%，人工成本利润率同比增加6.5个百分点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全
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省营商环境建设局深入落实
主题教育总要求，站在事关振兴全局
的高度，聚焦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出真招求实效。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省营商局要求全局上下坚持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围绕营商环境突
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
问题精准选题进行调研。班子成员
分别确定了《金融机构服务企业存在
问题情况调研》《持续推进“办事难”
突出问题解决对策建议》《推进法治
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等题

目，深入基层调研。
奔着问题去，抓住问题改。省委

在中央规定的八个方面整治任务基
础上，将“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作为辽宁的特色动作，充
分说明营商环境建设对于辽宁振兴
发展的重要性。全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省
营商局立即着手起草专项整治具体
方案，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从省直
单位和各地抽调业务骨干，专门负责
专项整治工作，建立日报告、周调度工
作制度。

为确保整治具有针对性，省营商
局利用8890平台对投诉问题进行大
数据分析，梳理出四方面突出问题进
行整治，并制定了15条具体措施，力
求打通服务企业群众“最后一公里”。
同时，将暗访作为查找问题、发现问
题主要手段。目前，已组织对沈阳、
本溪、营口、盘锦等市开展了第一批
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曝光。

下一步，省营商局将加大工作力
度，加强顶层设计，将专项整治的成
果通过制度固化下来，以务实的作风
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省营商局深入调查研究，强化“靶向治疗”

突出问题不解决专项整治不止步

7月15日，天刚放亮，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向阳乡和
平村的姜忠德便踏着晨雾，赶往离家两公里外的景区上班。
妻子王俊香则把自家的民宿客栈收拾干净，等待游客光临。

2013 年以来，随着桓仁和平林场转型为景区，在和平
村，像姜忠德、王俊香夫妇一样农忙耕种、农闲依托景区搞
经营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善，家家户户
翻盖了新房，不少家庭还购买了汽车。

这样的日子，村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将林场转为景
区，将砍树卖钱变为护树“卖风景”，走上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给这个曾经以偏僻、穷困闻名的山沟带来了巨变。

走“变砍树为护树”的绿色发展之路
作为林场的老伐木工、如今景区的护树人，张春友的感

触远比村民要深刻得多。
1980年，张春友初中毕业就进了和平林场上班。此后

的 33年间，他所在的工区每年至少砍树 8000棵，堆起来的
木材多达4000立方米。

“我们先是砍天然林，天然林砍光了，再砍次生林，后
来，连人工林都没得砍了，靠山吃山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回
忆起那段日子，张春友的语调低沉，眼中噙着泪水。

2008 年，靠采伐为生的和平林场到了青黄不接的时
候。后来，像张春友这样的老工人，最多每月只能拿到
1000多元。

曾经不愁吃喝的和平林场，转眼变为“包袱单位”。
如何抉择，成了摆在桓仁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待解

难题。
2010年，抓住国家禁伐天然林的政策机遇，桓仁县委、

县政府会同省、市林业部门经过多番考察、反复论证，决定
让和平林场走一条“变砍树为护树、变卖木材为卖风景”的
绿色发展之路。经过3年的精心规划和大面积见缝插针地
补植，2013 年 9 月，总面积 2583 公顷的枫林谷景区正式开
园迎客。

老林场的成功转型一举多得
桓仁枫林谷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翔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2013年，景区收入高达200万元，比和平林场最红火时全年收
入还要高。6年来，转型后留任的原和平林场老工人不但有了稳定可观的收
入，还有了五险一金，生活明显改善。像张春友这样的老工人，都在县城住上
了楼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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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刘华 吴嘉林）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回国参加
2019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
使节，代表党中央对驻外使节工作会
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使节

和辛勤工作在外交战线的全体同志
致以诚挚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下午4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习近平等同使节们亲切握手，不

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参

加会见并在2019年度驻外使节工作
会议上讲话。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国际
形势及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要
求全体驻外使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党中央对外工作重要部署，
锐意开拓，积极进取，以优异成绩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杨洁篪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2019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

王沪宁参加会见

本报讯 7月17日，铁岭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隋显利
为铁岭市市长。

隋显利当选铁岭市市长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7月
15 日，在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
司，透过玻璃幕墙，国内首条 8 英寸
MEMS 芯片产业化规模生产线尽收
眼底。

“我们的生产车间都是全封闭
的超净车间，生产的 MEMS 芯片可
广泛应用在手机、汽车、物联网中，
是全球领先的微型传感器。”公司总

经理黄向向告诉记者。目前，该生
产线的后端生产车间已部分投产，
预计年末实现全线投产，产值可达
120亿元。

罕王集团成立于 1992 年，是抚
顺市第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
2009年，罕王集团制定了“走出去拿
资源、请进来高科技”发展战略，开始
了转型之路。（下转第二版）

罕王集团主动转型抢占国际高端市场
资产净增51.78亿元

“稻在田里热了笑，人在
屋里热了跳。”入伏之后，我省
多地气温上升，暑热逐渐发
威，人们在闲暇之余纷纷选择
游泳、戏水等方式纳凉消暑。
图为小朋友们在大连金石滩
海滨浴场戏水，享受大海带来
的清凉。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德斌 摄

戏水纳凉
消暑热

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正深入开展。7月15日至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就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
况进行考察调研。

7月16日，中午，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深入一线
调研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党员活动室，墙上展示着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主题教育的安排部
署和具体步骤。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学习教育不仅仅是个开始，而
是要贯穿始终，通过学习不断深化
认识、加深领悟。”

长条桌上，摆放着一排相关
学习材料和党组织活动记录。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我 主 要 看 实
效，文件关键在执行。要强化法
规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防止文
件发了之后，却都挂在墙上、堆在
档案柜里。”

务实之风扑面来。主题教育
的指向十分明晰，就是要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下转第三版）

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