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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8 日就乍得总统代比
逝世向乍得军事过渡委员会主席
穆罕默德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深
切的哀悼，向乍得政府和人民以及

代比总统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代比总统带领

乍得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努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他生
前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极推进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促进中
乍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我高度重视中乍人民友好，
中方愿同乍方一道，推进两国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就乍得总统代比逝世

习近平向乍得军事过渡委员会
主席穆罕默德致唁电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4月
28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
组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
议和常务会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
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论述，按照省
委部署安排，紧扣“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目标要求，党史学
习教育有序开展、扎实推进。会议
指出，要认真梳理总结前一阶段工
作，充分运用集中学习研讨成果，确

保学习教育各环节扎实求实务实。
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筑
牢信仰之基、砥砺奋进之志、担负为
民之责，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
体现到推动振兴发展、解决实际问
题、增进民生福祉中。

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我们做好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科学制定我省碳达峰行动
方案，扎实做好“三篇大文章”，加
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构建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

为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为依据，会
议审议了省政府规章清理事项、

《2021 年省（中）直部门涉企行政执
法检查计划》，决定废止《辽宁省森
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
理实施细则》等 10 件省政府规章，
对《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
法》等 41 件省政府规章的部分条款
予以修改。（下转第二版）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刘宁主持

本报讯 记者王坤报道 4 月
28 日，省政协主席周波到葫芦岛市
调研政协工作，走访看望部分省政
协委员。

周波先后来到葫芦岛市中心医
院连山院区和龙湾院区，走访看望
省政协委员于铁峰、李久荣，了解智
慧医院建设、医疗和科研开展等情
况；在龙港区人民政府、市科协、团
市委，走访看望省政协委员曹海鸥、

张海珊、张九彪、李娇娇，了解委员
工作和履职情况；在辽宁金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走访看望省政
协委员张春林，了解事务所信用评
估、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在葫芦
岛市工商联，看望省政协委员卢广
金，了解工商联支持和服务企业发
展情况。周波勉励各位委员立足本
职岗位，发挥专业优势，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履职尽责。

在葫芦岛市政协机关，周波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葫芦岛市政协学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市县换届及市政协工作情况介
绍。他指出，葫芦岛市政协围绕实施
差异化发展、创新驱动战略、制度建
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履职成效明显，
切实将全国两会精神融入政协履职
工作，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葫
芦岛市振兴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波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
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推动高质量发
展作为政协建言资政的重要内容。
要聚焦“十四五”开局起步履职尽责，
处理好小切口与大文章、建议与决
策、数量与质量及上下联动、远近结
合的关系，充分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全
面推动人民政协党的建设走深走实。

省政协副主席武献华参加调研。

周波到葫芦岛市调研政协工作时强调

聚焦“十四五”开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辽宁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4 月
28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我省转办第 22 批群众环境信
访举报问题，来电 78 件，来信 109
件，共 187 件，涉及 14 个市。当日，
上述举报问题已全部交办各市。

截至4月28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已向我省转办22批群

众环境信访举报问题共3141件。其
中，沈阳市757件、大连市630件、鞍
山市 213 件、抚顺市 158 件、本溪市
155件、丹东市181件、锦州市136件、
营口市182件、阜新市88件、辽阳市
122件、铁岭市133件、朝阳市146件、
盘锦市49件、葫芦岛市179件、沈抚
改革创新示范区8件、省直部门4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
转办第22批信访举报问题187件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中央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
13批140件群众信访举报问题已办
结 106 件，阶段办结 6 件。其中，沈
阳市转办 35 件，办结 29 件；大连市
转办 23 件，办结 21 件；鞍山市转办
3件，办结1件；抚顺市转办7件，办
结 2件、阶段办结 3件；本溪市转办
8件，办结8件；丹东市转办8件，办
结 7件、阶段办结 1件；锦州市转办
2 件，办结 1 件；营口市转办 10 件，
办结 7 件；阜新市转办 7 件，办结 3

件、阶段办结2件；辽阳市转办2件，
办结 2件；铁岭市转办 15件，办结 9
件；朝阳市转办 12件，办结 8件；盘
锦市转办 2件，办结 2件；葫芦岛市
转办 4件，办结 4件；沈抚改革创新
示范区转办2件，办结2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
开情况一览表》可在辽宁日报北国
客户端、北国网、辽宁省生态环境厅
官方网站及“辽宁生态环境”微信公
众号进行查阅。

第13批信访举报问题已办结106件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从群众
最期盼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
的问题改起。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
展以来，我省政法系统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贯穿教育整顿全过程，围绕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积极推出一批符合工作实际、解决具
体问题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下大
力气聚焦民生办实事、解难题，让人民
群众切身感受到教育整顿带来的新变
化、新气象。

要让群众满意，首先要精准掌握
群众诉求。鞍山市发挥8890平台“问
题池”作用，定期组织政法干警到
8890 平台负责接听群众投诉和诉求
咨询，广泛听取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意
见建议。朝阳市公安局开展“开门搞
整顿”系列座谈 20 余次，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建议 190 余条，推动教育整顿
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开展。

为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本溪
市检察院以党支部为单位，深入学校
开展法治宣讲 28场，走访企业 33个，
办理群众来信来访案件 119 件、145
人，各项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达8400人

次。锦州市法院开展网上立案、自助
立案、当场立案、就近立案、跨域立案，
实现“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
一次通办”，畅通线上线下非诉讼与
诉讼平台对接渠道。盘锦市公安局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通全市公安派
出所 16 项交管业务办理服务，缩短
服务半径，实现多点可办，使广大市
民得到实惠。

为群众提供精准高效的法律服
务，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
局把狱（所）务公开电话并入12348辽
宁法律服务网，专人接听，集中受理，
进一步畅通服务渠道。目前我省已
实现“村民评理说事点”和“一村一法
律顾问”全覆盖，并组织律师常态化
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全省 14
家公证机构开展了“零接触”远程视
频公证，解决当事人无法亲临现场办
证难题。

统计显示，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开展以来，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包括各
监狱戒毒单位、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
机构已累计提供便民措施 154 项，为
群众办实事1252件。

我省政法系统下大力气
聚焦民生办实事解难题

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有望助力
亚太经济快速复苏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4月
28 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传达中央有关文件要求，传达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关于我省典
型案例的通报，对抓好中央环保督
察通报的问题整改作出进一步安排
部署。省委书记张国清主持会议并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讲话。
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绿色低碳发展，多次发表重要
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扎实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充分认识绿色低碳发展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
会议强调，盲目发展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严重透支生态环境，严重
透支发展后劲，与绿色低碳要求和
人民群众期盼格格不入。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不仅仅是生
态环境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检
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否做到“两个维
护”。虽然省委、省政府在年初已迅
速对过去准备上马的“两高”项目进
行了大力度、大幅度压减，但思想认
识和行动不到位问题在一些地区和
部门仍然存在，能耗“双控”形势严
峻。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
看，一些地区和部门坚守高质量发
展这条正道的战略定力不够，必须
猛击一掌、坚决纠正。各地区各部
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碳达

峰、碳中和为目标，倒逼结构调整，
顶住转型阵痛，加快能源结构转型，
增强绿色发展动力。

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通报的问题整改，态度要端正、要
坚决。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把抓好
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勇
于正视和面对存在的问题，自觉从主
观上找差距找根源，做到不回避、不
掩饰、不护短、不推诿，拿出动真碰硬
的精神，坚决抓好问题整改。整改要
迅速、要到位。要抓紧制定可落实、
可检查、可评估的整改措施，紧盯突
出问题，敢于啃“硬骨头”，立即改、马
上办，既保证效率又保证质量，确保
每一个问题的整改都经得起检验。
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抓早抓小
抓源头上下功夫，建立起行之有效
的长效机制。问责要严肃、要精
准。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发扬斗争

精神，依法依规依纪进行问责，查清
情况、厘清责任。对该问责的都要
问责，既不能问下不问上，也不能问
上不问下，更不能问小不问大、问轻
不问重。对不进行严肃问责的地方
和部门要进行问责。

会议要求，要加大对中央环保
督察通报问题整改工作的跟踪督查
力度，推动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真改
实改，提高整改质量和效果。要及
时将整改情况进行公开，接受全社
会监督，以实际整改成效落实中央
要求，回应群众期盼。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有关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
检察长出席会议。副省长姜有为通
报前一阶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我省开展督察有关情况。有关
地区和部门汇报中央环保督察通报
问题整改和问责工作。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动真碰硬扎实整改突出问题

张国清主持并讲话 刘宁讲话 周波出席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4月
28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国清，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在沈阳
会见了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卢进，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刘冰一行。

张国清、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卢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张国
清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把维护“五大安全”这个政治使
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有机结合起
来，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谋划高质量

项目群，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
章”。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
下，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
态势。希望黄金集团进一步支持辽
宁振兴发展，希望双方进一步拓展
合作领域。

卢进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
国黄金集团在辽宁各项事业发展的
支持，高度评价辽宁营商环境的变
化，对辽宁振兴发展充满信心。黄金
集团将积极参与到辽宁做好结构调
整“三篇大文章”之中，助力辽宁高质
量发展。

省领导王健、姜有为参加会见。

张国清刘宁会见
中国黄金集团董事长卢进

“五年看头年，起步很关键。”
“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进村庄、
入企业、察生态、探民生，就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保障和改善民生、搞好民族团结进
步等进行调研，并亲自指导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

四月的八桂大地，春意正浓。
从湘江之边到漓江之上，从柳

江之滨到邕江之畔，习近平总书记一
路走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
广西广大干部群众加油鼓劲，为新时
代广西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一）湘江之畔祭英
魂：“困难再大，想想红军
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到广西，来全州看一看湘江战
役，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一战，在
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
得最多。”

4 月 25 日上午，广西考察第一

站，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到位于桂
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
党人的精神血脉。

纪念园所在地，是湘江战役脚
山铺阻击战的战场遗址。

1934 年底，一场中国革命史上
气壮山河的战役在这里打响。红军
将士浴血奋战，付出极其惨烈牺牲，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歼中央红军
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将士马革裹
尸，湘江水鲜血染红。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
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
重要历史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
役，始终牵挂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革
命先烈，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做好
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
纪念设施。这个纪念园，就是在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建成的。

拾级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纪念园凭吊广场，面向“红军魂”雕
塑静静肃立。

“红军魂”雕塑长80米、高7米，
巨石琢就，形如长城。主雕塑眼神
坚毅、目视前方，原型正是“断肠明
志”、壮烈牺牲的陈树湘烈士。两
侧，一个个红军战士的形象呼之欲
出，或怒吼拼杀，或英勇战斗。

两名礼兵将花篮敬献于“红军
魂”雕塑前。

习近平总书记缓步上前，仔细
整理书写着“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永
垂不朽”的花篮缎带，率领随行人员
向红军烈士三鞠躬。

雕塑背后的山坡上，一面面红
旗招展。那里，埋葬着红军烈士们
的遗骸。往日硝烟早已散去，英雄
之气仍在这青山绿水间纵横激荡。

纪念园不远处，坐落着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
“血战湘江突重围”展陈，了解红军
浴血奋战、突破湘江的革命历史。

红军长征路线图、脚山铺阻击
战模拟场景、油画《浴血湘江》……
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

吸引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在油画《陈树湘》前，总书记停

下来脚步，凝视良久。
画面中，陈树湘躺在担架上，腹

部鲜血直流。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
这位“绝命后卫师”师长身负重伤、不
幸被俘，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
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
中很典型的一个。”习近平总书记由
衷感叹。

“四道封锁线都在哪里”、“湘江
水有多深”、“这场仗打下来牺牲多
少红军”……参观过程中，习近平总
书记不时询问相关情况，重温那段
烽火岁月。

在中央红军抢渡湘江四大渡口
示意图前，讲解员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

“据罗荣桓同志回忆，他在渡江
后回头一看，身后就只跟着一名十
几岁扛着油印机的小红军战士。江
面上漂满了红军战士的遗体，鲜血
染红了湘江水。（下转第五版）

“加油、努力，再长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