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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榆林9月 15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西省榆林
市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实抓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 13日至 14日，习近平在陕
西省委书记刘国中、省长赵一德陪
同下，深入企业、农村、学校、革命
旧址等进行调研。

13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
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了

解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规
划 建 设 运 行 情 况 。 在 中 心 控 制
室，习近平观看项目产品展示，对企
业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安全、稳定、
清洁运行的做法表示肯定。随后，
习近平到年产 40 万吨乙二醇项目
现场察看，询问煤化工深度发展
有关情况，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
交流。（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按照
党中央统一安排部署及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督导工作安排，9 月 15
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
一督导组组长耿惠昌带队到省检察
院开展督导调研。中央第一督导组
通过召开汇报会，实地查看工作方
案、工作台账等文件资料，与领导班
子成员、部分检察系统政法干警谈
话等方式，全面了解全省第二批检
察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及下
一步工作安排，指导推动全省检察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

耿惠昌在听取汇报后指出，自
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省检察院闻令即动、周密组织，
迅速传达贯彻，精心谋划部署，紧

抓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
查纠整改，实现了平稳起步、开局
良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耿惠昌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教育整顿的
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
部署要求上来，紧扣“四项任务”和

“三个环节”，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要求、更实的举措开展好第二批教
育整顿，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坚决打
好这场铁腕治警、正风肃纪攻坚战。

耿惠昌要求，要聚焦政治忠诚，
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切实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
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要强化监

督执纪，加大问题线索核查办案力
度，重点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

“两面派”“两面人”，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要着力整治作风问题和顽瘴
痼疾，深刻反思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教训，深挖成因根源、找准问题症
结，推动问题解决；要强化建章立
制，不断健全完善常治长效之策，提
高规章制度可执行性、可操作性；要
狠抓责任落实，搞好统筹结合，全面
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把成效
体现在干好主责主业、强化使命担
当上，确保教育整顿取得扎实成效。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
公室主任于天敏参加调研并讲话。省
检察院检察长主持汇报会并作汇报。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
到省检察院督导调研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9月
15日，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博川校区
迎来首批学子，5000余名新生在这
里开启大学生活。从2020年7月开
工到投入使用，博川校区的建设仅用

14 个月，创下令人惊叹的“高新速
度”。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表示，
这是大连高新区致力打造东北一流
营商环境结出的硕果。

作为大连东软教育健康科技

实训基地，博川校区增设 5 个全新
的本科专业，涉及医学信息工程、机
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技术五大领域，与大连高新区“1+6”
产业布局高度契合，对扩大人才供
给、增加人文气息、构建创新生态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总投资
12.5亿元，（下转第二版）

大连高新区14个月建起一所大学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9 月
15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在锦州市
义县，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和
基层减负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夯实基层基础，展现新风
新貌，确保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如何、减
轻基层负担落实得怎么样、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取得哪些进展？”刘宁十分关

心。他来到锦州市义县七里河镇育新
村，与村镇干部深入交流，对积极落实
县里下发的《基层减负工作手册》，主动
清理各类图板、严格减负举措的做法给
予肯定。他说，党史学习教育处于纵深
推进的关键期，要树立鲜明强基导向，
破形式主义之弊、减基层负担之重，开
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
兴”实践活动，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
和精力用在服务群众、干事创业上。

八月十五定收成，当前我省主要粮
食作物丰收在望。刘宁随机下车走进一

处玉米地，看到玉米籽粒饱满、成色较
好，有望获得大丰收。他叮嘱当地负责
同志，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
食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好秋粮
收储，做好防灾减损，做到粮食从种到收

“颗粒归仓”、从储到销“毫厘不差”，确保
农业获得好收成、农民得到好收益。

随后，刘宁在七里河镇政府主持召
开座谈会，与义县、七里河镇、育新村干
部和党员代表围坐在一起交谈交流，面
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并现场协调解决基
层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下转第二版）

刘宁在锦州市义县调研时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确保“十四五”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辽宁盘
锦有独特的
代表性，不仅
因它有世界
上最大的滨

海芦苇湿地。采访前，记者还听到
有关盘锦的几个“不可思议”：为了
斑海豹和黑嘴鸥的安宁，本已动工

的辽河大桥一再迁址，滨海大道向
北绕弯；湿地面积已占城域大半的
盘锦市，仍自我加压主动扩大湿地
保护面积；环保人士与开发企业由
对着干变成了一起干……剥去芜
杂，断指存腕！盘锦如何恢复湿地
生态本色？且看这一场跌宕起伏的
自我救赎。

8 月下旬，辽宁滨海城市盘锦
迎来了自己最美的时候。蓝天白
云下，海鸥白鹤齐舞，茂盛碱蓬草
织就的红海滩一望无际，宛如好客
的大自然铺就的红地毯。浩瀚雄
奇，鲜艳炽烈，引人迷醉。

“盘锦不是一直这么美的，也
曾走过弯路。（下转第七版）

人心好，鸟知道
——辽宁盘锦湿地保护调查

中央媒体

看辽宁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9 月
15日，省委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组长张国清与省委政法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
厅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集体谈话，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走深走实。

张国清指出，省级政法机关是政
治机关、领导机关，是政法系统承上启
下的关键层级。要站在全局高度，扛
起职责使命，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
毒，敢于触及要害、动真碰硬，推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取得扎实成效。

张国清强调，要坚持党对政法工
作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政
治忠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
定理想信念，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
脑，扎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广
大政法干警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筑牢政治忠诚的

思想根基。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
诚，坚决听从党中央命令、服从党中央
指挥，养成在吃透党中央精神前提下
开展工作的习惯，更好肩负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要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

张国清指出，要坚决清除害群之
马，坚决整治顽瘴痼疾。深挖问题线
索，提高查办效率，推动案件深挖彻
查。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黑恶
势力背后“保护伞”。着力整治执法司
法顽疾，把建章立制作为第二批教育
整顿一项关键性任务，抓源治本、标本
兼治。强化“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
策运用，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

张国清强调，辽宁优化营商环境，
净化政治生态是根本，法治环境建设
是最紧迫最突出任务。政法队伍是打
造良好法治环境的主力军，要全面从严
管党治警，持续净化政法系统政治生

态，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监督，严格规
范权力运行，坚决打击破坏法治环境的
违纪违法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法治保障。

张国清指出，省委政法委、省级政
法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是全省政法队伍
中的“关键少数”，要充分发挥表率作
用，当好政治忠诚的模范、干净干事的
模范、担当作为的模范。要带头参加
教育整顿，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发扬
斗争精神，赞成什么大张旗鼓、反对什
么旗帜鲜明，始终敬畏事物的本来面
目，勇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决不“绕
道”。要带头做到廉洁自律，严格按党
性原则办事，按政策法规办事。要统
筹抓好教育整顿和政法日常工作，确
保两不误两促进。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天敏代
表省委政法委、省级政法单位领导班
子作表态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王
健出席。

张国清在与省委政法委、省级政法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促进公平正义
推动教育整顿取得扎实成效

新华社西安9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
运动会15日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
动会开幕。

15日晚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
19时58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

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20时，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着《歌唱

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护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
走入体育场。现场奏响铿锵有力的《运动员进行曲》，全运
会会旗、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旗和由60名旗手组成的会旗方
阵、裁判员代表方队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37个代表

团精神抖擞的运动员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3个行业体育协会。全场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
声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陕西省、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同志分别致辞。
20 时 40 分，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
呼声经久不息。

伴随着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的旋律，全运会会旗和第
十四届全运会会旗徐徐升起。

运动员杨顺洪、教练员陈融雪、裁判员钟杭伟分别代
表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宣誓。

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追着未来出发》拉开了文体展
演《奋斗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的序幕，整个演出由序曲“迎
宾鼓阵”和“民族根”“延安魂”“中国梦”三个篇章组成，借
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电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全
民全运、同心同行”的主题。

激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从 8 月 16 日起，第十四届全运会火炬在陕西省内接续传
递，最后传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万众瞩目下，苏炳添、
张雨霏、秦凯、郭文珺、马龙等5位火炬手接力传递，最后由
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倩点燃全运会主火炬。

21 时 35 分，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在主题歌《跨越》
掀起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15日下午，习近平在陕西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全国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代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和教
练员代表等，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
流，勉励他们奋力拼搏、再创佳绩。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孙春兰、陈希、蔡达峰、卢展工、
何立峰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 9 月 27 日闭幕，共有 1.2 万余名
运动员参加竞技比赛项目，1万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群众
赛事活动。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9月15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亲切会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
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等，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燕 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