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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6月
17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通报高校毕业生就业扶
持政策和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求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求发强调，全省上下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站在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高度，切实增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坚决完成今年全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目标任务。

陈求发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
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全
面强化稳就业举措，确保全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大局稳定。一是高校
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校长

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把毕业生就业工
作作为当前学校重要任务和头等大
事来抓，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
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就业
观，多选择到基层一线、各类企业和
振兴发展最需要地方建功立业，鼓
励引导更多毕业生留在辽宁、服务
辽宁。二是教育部门要履行好教育
主管责任，优化全省高校布局，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科学设置学科专业，
大力推进高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财政拨
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与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特别是本地就业率相挂钩
的经费分配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导
向作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三是
人社部门要履行好就业主管责任，
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推动中央政
策落地见效，引导鼓励各类企业吸
纳更多高校毕业生。有针对性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有效提高毕业生就
业能力。（下转第二版）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 就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作出具体安排

陈求发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曾经，
生活污水直排，内河水体发臭。如
今，污水集中处理，水清岸绿，空气清
新。说到大连市落实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整改效果，居住在金普新区金州
老城区北大河旁的市民最有发言权。

金州老城区位于金普新区西部，
濒临渤海金州湾。北大河、红旗河自

东向西横穿金州老城区。2017年，中
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大连市
金普新区每天4.3万吨生活污水直排
北大河、红旗河后入海问题。

原来，金州老城区排水属雨污合
流制，由于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排污
管网不健全，部分生活污水无法处理
而直排，形成黑臭水体，不仅对金州

湾海域造成污染，也对沿岸居民生产
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为扎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环境问题，大连市委、市政府精心组
织、积极推进整改工作。大连市生态
环境局作为牵总部门加强指导和督
办。金普新区管委会作为整改责任

单位，科学制定整改方案，争分夺
秒，于2017年4月制定黑臭水体治理
工作方案，将红旗河、北大河黑臭水
体治理列入方案之中，通过实施污水
截流、河道清淤、水质净化、中水造
景、生态修复等工程，全力推进问题
整改。

（下转第四版）

大连金普新区狠抓整改妥善解决生活污水直排入海问题

保护近海海水水质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详见四版▶

“十三五”以来我省已完成450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播种绿色 锁住“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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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出理论文章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导读 DAODU

振兴
论坛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
一年求职时，我省 29万余名
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
总数高位运行，本就压力较
大，又逢新冠肺炎疫情和经
济下行压力叠加影响，今年大学毕
业生就业面临新挑战。

相较大城市求职竞争的激烈，
地方特别是基层对人才十分渴求，
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一线就业创业，
恰逢其时，可以大有作为。

比如农村。近年来，一些新产
业、新业态在农村培育壮大，渐成
振兴发展新动能。创意农业、观光
农业、电商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型
产 业 显 现 出 勃 勃 生 机 和 发 展 后
劲。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
农活、流量成为新农资的全省广大
新农村，呼唤更多掌握科技知识、
头脑灵活、富有创新精神的大学生
前来求职创业。

再比如民企。正处于转型升级
关键期的辽宁，万千市场主体是关
键力量，而人才则是第一资源。然
而，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却普
遍面临“招工难”“留人难”。在此
情况下，“小庙”也应成为大学生的

选项。这里岗位多、潜力大，
同样有广阔的舞台、出彩的
机会。

对于实现个人价值而
言，火热的一线无疑是最好的

“演练场”。璞玉需要雕琢，人才需要
磨炼。拥有广阔天地的基层是个大
熔炉，能够真正检验人才锻造人才。
在田间地头、厂房车间“蹲蹲苗”，才
会越长越壮实，他们的理想和知识，
也就不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下沉到基层一线，也迎来了难
得的政策性机遇。从国家到地方，
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服务
体系，已构建起引导和鼓励大学毕
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环境，诸如“三支一扶”“选聘高
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志愿
服务辽西北”等。疫情之下，对中
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更是密集出
台，利好不断。

走向社会是大学生的“成人
礼”，他们，再次站在了选择的路
口。但无论走到何处，只要勇于奋
斗、肯于吃苦、善于学习，像毛竹一
样 ，从 泥 土 中 汲 取 营 养 、积 聚 力
量，就一定会拔节生长、枝繁叶茂。

大学生择业也要“眼光向下”
于海华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 见习记者
刘璐报道 6月 17日，记者从省水利
厅获悉，近三年来我省新建和改造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1793处，改
善全省190.59万农村人口饮水状况，

确保优先解决了全省11861名贫困人
口饮水安全问题，同时改善了13.4万
人饮水型氟超标问题。

据了解，在“十三五”规划前期，
为摸清全省贫困人口饮水不安全情

况，我省水利部门逐村逐户核查具
体分布情况，确定了全省 2.48 万人
明细项目单。2016 年以来，省水利
部门联合省扶贫办，在全省范围内
先后开展 3 轮核查，通过交叉去重、
现场核查、抽查复核的方式，摸清了
底数。

在摸清底数基础上，我省水利
部门按照“优先考虑贫困人口、重点

解决水质问题、着力提升供水两率”
原则，制定并印发了《辽宁省预算
内投资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实施方
案（2018-2020 年）》（以下简称《方
案》）。同时，将全省剩余饮水不安
全贫困人口和氟超标等重点水质
问题涉及人口全部纳入“三年实施
方案”。

（下转第四版）

我省三年改善近191万农村人口饮水状况
6月底前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晚在
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
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
非相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
固。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将继续全
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双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携
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

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
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发表《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团结合
作的时代强音。

本次峰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
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以视频方式举行。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埃及总统塞西、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加蓬总统
邦戈、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马里总统凯塔、尼日尔总统伊素

福、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津巴布韦总
统姆南加古瓦、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
法基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

要时刻，我们举行这次中非特别峰会，同各位新老朋友通
过视频相聚，共商团结抗疫大计，共叙中非兄弟情谊。这
次疫情突如其来，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夺走数十万

人宝贵生命。我提议，我们为在疫情中的不幸罹难者默
哀，向他们的亲人表示慰问。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国和非洲相互声援、并肩战
斗，双方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中方珍视中非传
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的决心绝不会动摇。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国和非洲都
面临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指出中非经受疫情严峻考验，友好互信更加巩固 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

践行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习近平讲话全文详见二版▶

国家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

全年让利1.5万亿元

6 月 17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
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6月17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本次峰会由
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以视频方式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伍岳） 6月17日晚，习近平主
席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
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
时艰》的主旨讲话。作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中非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相互声援、并肩战斗，树起国
际抗疫合作新标杆，带动中非关系
实现新提升。这次峰会是中非领
导人在团结抗疫形势下举行的一
次特殊聚会，各方就支持非洲抗
疫、推进中非及国际抗疫合作等深
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凝聚了中非

在 一 系 列 重 大 问 题 上 的 共 同 立
场。峰会友好热烈，务实高效，成
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主
旨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
张，重点强调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
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
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
进中非友好。这四个“坚定不移”，
展现了中非“团结抗疫、共克时艰”
的坚定决心，指明了疫情形势下中
非抗疫及务实合作的前行路径，擘
画了中非关系发展的未来方向，也
为国际社会团结协作早日战胜疫

情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习主席讲
话引发热烈反响和积极回应，与会
非方领导人指出习主席真诚支持
非洲国家抗疫，真正把中非人民的
生命健康放在心坎上。中非合作
将有力帮助非洲克服疫情影响，尽
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领导
人指出，某些国家只说不做，中国
真心为非洲着想，真诚帮助非洲，
为非洲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引
领全球抗疫合作。此次中非团结
抗疫特别峰会恰逢其时，其重要影
响和深远意义必将持续释放。

（下转第二版）

中非树起国际抗疫合作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