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讲话全文详见二版▶

辽宁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1—0001 报刊邮发代号7-1总第24066号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政编码：110003 读者服务：024-22699378 广告垂询：024-22698121 年价：520元 零售：1.5元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23782738

LIAONING DAILY
扫描二维码

关注本报APP

http://www.lnd.com.cn北国网网址：

今日28版

2020年10月

15
星期四

庚子年八月廿九

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明绍庚报道 10月12日至14
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辽宁考察扶贫协作工作。14日，
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会见代表团一行。辽宁省委副书记、
省长刘宁陪同考察并与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共同
出席辽宁省（大连市）·贵州省（六盘水市）扶贫协作工作座
谈会。

张国清在会见中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贵州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跨越
发展的好经验好作风值得辽宁学习借鉴。希望今后双方继
续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合作成

果。辽宁和大连将继续全力以赴，通过产业合作、劳务协作
和人才支援等措施，助力六盘水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座谈会上，谌贻琴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和孙志刚书
记向辽宁省的帮扶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她说，辽宁、大连
对贵州和六盘水的倾力帮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指示精神的一个标杆，是东西部先
富帮后富的一个标杆，是大东北与大西南开展产业合作的
一个标杆，是兄弟省份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一个标杆，贵
州和六盘水人民永远铭记。希望双方继续携手，加强战略
对接，大力实施“辽宁企业+贵州资源”“辽宁市场+贵州产

品”“辽宁总部+贵州基地”“辽宁研发+贵州制造”合作模
式，在巩固脱贫成果、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强化
文化旅游合作上谱新篇，共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刘宁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
意。他说，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推进大扶贫、大数据、
大生态建设形成的新思路、硬作风、好机制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他指出，深化辽宁省大连市与贵州省六盘水市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和重要制度安排，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下转第二版）

辽宁省（大连市）·贵州省（六盘水市）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在大连召开
张国清出席会见 刘宁谌贻琴出席有关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第三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10月10日至14日，省政协主席夏
德仁率辽宁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深化
两省区交流合作，并在乌鲁木齐召开辽疆对口支援工作座
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雪克来
提·扎克尔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
不都满金出席活动。

雪克来提·扎克尔在座谈会上说，辽宁省委和省政府

坚决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对口
援疆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摆在重要位置，全面推进经
济援疆、产业援疆、干部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
化援疆等，为新疆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各族人
民感恩在心。当前，新疆处于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新
时代新疆工作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

关于援疆工作部署要求，发挥主体作用，学习先进经验，推
进深度合作，切实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辽宁人民的无私支援、对口援疆的特殊优势转化为
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动力，努力谱写好新
时代新疆发展稳定的壮丽篇章。

夏德仁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祝贺新疆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
和对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关怀表示衷心感谢。（下转第二版）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雪克来提·扎克尔 夏德仁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出席活动

秋风萧瑟秋雨寒，但本溪市桓仁
满族自治县华来镇铧尖子村村民赫英
炜的心里却很温暖。今年 39 岁的赫
英炜，2014年查出患有终末期肾病，每
个月都需做透析，高昂的治疗费用让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大病
专项救治等政策的出台实施，让这个
因病陷入贫困的家庭健康有了保障、
生活有了依托。

“以前一个月透析费用自己需要
花八九千元，现在八九百元就够了。”
身体好转的赫英炜说自己赶上了好时
候，打心眼里感谢党的好政策。目前，
她已重返岗位。

赫英炜的经历，是我省卫生健康
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以来，我省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持续优化。截至2019年年末，全
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42万个。全省
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7.21张、执业
（助理）医生数3.88名、注册护士数4.25
名，较“十二五”末期分别增长18.3%、
38.5%、36.1%。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由

“十二五”末期的0.14人增加到3.21人。
医疗卫生建设直接关系群众的身

心健康，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更是
一项民心工程。

为让百姓就近看得上病，免去长
途奔波之苦，“十三五”期间，我省医疗
资源配置向辽西地区和农村基层倾
斜。实行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三年
滚动计划，目前已完成乡镇卫生院标准
化建设项目457个。招收460名定向免
费培养医学生，为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
院培养全科医学人才。大力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和共享，全省建立城
市医联体87个、县域医共体83个、专科
联盟149个、远程协助网69个，覆盖全
部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近2万家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转第三版）

五
年
来
，我
省
医
疗
资
源
配
置
持
续
优
化
，医
疗
服
务
水
平
全
面
提
升

强
基
层
筑
高
地

守
护
人
民
健
康

本
报
记
者

王
敏
娜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10月14日，辽宁省召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调度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
实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
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抓好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
讲话精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直面问题、敢于斗争，坚决
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推动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更大进展。一要突出问题导
向，做好“当下改”。围绕河流水质达标等整改任务，切实
增强紧迫感，落实治污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逐项研究推
进，强化跟踪问效，及时验收销号，务求整改见效。二要
强化制度创新，注重“长久立”。要聚焦共性瓶颈问题，作
为制度创新的机遇，以改革创新办法解决问题，形成制度
创新成果。要从整改具体问题中提炼共性因素，固化经
验做法，逐步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三要抓好整改落

实督查考核，强化“硬约束”。对进展滞后的要及时预警、
督办，对推进不力的要查明原因、厘清责任、严肃处理，决
不能干多干少一个样、力度大小一个样。四要发扬斗争
精神，坚持冲着问题去，聚焦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
土壤污染防控等硬指标，敢于较真碰硬，同一切破坏生态
环境行为作斗争，坚决攻下一个个具体的环保问题“山
头”。五要编制好“十四五”生态环保规划，把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全面体现在规划中、落实到行动上，精准谋划项
目，补齐环保短板，解决突出问题，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生态支撑。

省委副书记周波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副省长崔枫林
通报全省情况，有关市作交流和表态发言。

辽宁省召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议

直面问题敢于斗争坚决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
张国清讲话 刘宁主持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韩正出席
新华社深圳10月14日电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14

日上午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我
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
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
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大会。
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会场高悬横幅：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朝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兴办经济特区，是

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长期
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
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
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向
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各位来宾，
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
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
俱进，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
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坚持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利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引全球投资，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
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由经济开发到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实现翻天覆地的
变化，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

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
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习近平强调，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一是必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始终保
持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二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践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三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四是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
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五是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中赢得主动权。六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人民群众。七是必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法治成为经济特区发
展的重要保障。八是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九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
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十是必须坚持在全国一盘棋中更
好发挥经济特区辐射带动作用，为全国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
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
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实施更加开
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第二，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党中
央经过深入研究，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
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深圳经济特区要扛起责
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第三，
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增强畅
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加强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第四，创新思路推动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
治理新路子。第五，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拿出更
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
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不断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特区发展的创新创造活力。第六，积极作为深入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
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要继续鼓励
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重要作用，在
经济特区发展中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坚定不移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
及世界。经济特区建设40年的实践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也为
各国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分享了发展利益。欢迎世界各国更多地
参与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发展，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新格局。

（下转第二版）

10月14日，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
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这是当天
下午，习近平来到莲花
山公园，向邓小平同志
铜像敬献花篮。

新华社记者
王 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