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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东北黑土地上，到处洋溢
着对丰收的期盼。

辽宁辽阳，这座千年古城依旧热
火朝天地加快发展。辽阳人心里始
终不会忘记这一个日子，2018 年 9 月
27 日。那天，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
使人们深受鼓舞。

无论是在辽阳石化，还是辽宁忠
旺，工人们对总书记到来时的情景念
念不忘，更是将总书记的嘱托牢记在
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迈向新
征程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途中，携手前行。

决心：要担起“种子
队”的重任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是 20 世
纪 70 年代国家建设的四大化纤基地
之一，是一家千万吨级的大型炼化基
地。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生产出“的确
良”原料的企业，它的建立投产让中
国人从“人均三尺布”一步跃入“人均
七尺布”。

然而，就这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却曾经连续 12 年亏损，把人心亏散
了、信心亏没了。2017 年，在干部员
工的一起努力下，企业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什么有效益就
生产什么、怎么有效益就怎么干，通
过调结构、抓创新，一举扭亏为盈。
然而，用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白雪
峰的话说，虽然扭亏为盈，“但总感觉
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辽阳石化，并亲切地对在场的干
部员工说道，“当年你们织出了中国

第一块‘的确良’。几十年历经风雨，
一路前行，一些新产品达到了世界级
水平，填补了空白。希望你们再接再
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
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

总书记的鼓励为辽阳石化人注
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现在不少地
方都在上石化项目，大连的、浙江舟
山 的 ，我 们 面 临 很 大 的 竞 争 压 力
……”很难想象，这样的行业分析的
语言出自油化厂三联合车间白班班
长李南。事实上，不仅是李南，整个
辽阳石化，每一位员工都是想主人
事、干主人活、尽主人责，各方面工作
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2018年，辽阳石化销售收入达到
445亿元，同比增长了 47%，接近 2016
年的三倍，拉动辽阳市 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利税83亿元。

2019年上半年，辽阳石化迎来建
厂以来内容最多、范围最广、深度最
深的一次大检修，企业有效生产时间
只有 5 个月。可就这样，企业的原油
加工量、商品产量、销售收入都同比
增长了20%以上，上缴税费52.5亿元，
同比增长了76%。

白雪峰感慨地说，辽阳石化人牢
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政治站位更
高了，心胸也就更开阔了。”

安心：这是给民营企
业的“定心丸”

空旷的厂房里，没有飞溅的火
花，没有机器的轰鸣。在工人们娴熟
操作下，自动化生产设备井然有序地
运行着。

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离开辽阳石化后，来到亚洲最大的
工业铝挤压产品研发制造商——辽
宁忠旺集团。

记者来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
轨道车体制造车间，看到生产线依旧
忙碌。工人米东回忆起当时情景仍十
分激动，“总书记非常认真地看我工
作，还询问了很多技术细节，他一直看
到产品完成才离开，让我非常感动。”

在忠旺，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
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和支持民
营企业。我们要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的很多改革举
措都是围绕怎么进一步发展民营经
济，党的十九大强调继续贯彻落实好
这些举措，这一点民营企业要增强信
心。”

“总书记来之后，给忠旺，包括中
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
丸’，打了一剂‘强心针’，也给大家带
来干劲和鼓舞。”中国忠旺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路长青回忆起当时总书
记视察时的讲话，感慨万千。

过去一年来，忠旺牢牢记住总书
记的嘱托，发扬企业家精神，心无旁
骛发展主业，做更多一流的产品，发
展一流的产业，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
明显的进展。

不久前，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的
上市公司中国忠旺公布了半年报，今
年上半年，公司销量增长63.7%，总收
益增长 38.3%，纯利润增长 15.7%，公
司各项经营指标都实现了双位数的
增长。“这在一个制造企业是非常不
容易的，公司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历史
新高。”路长青介绍。

“今年上半年公司新招收7000多
名员工，而且大多数都是技术工人，
预计未来一年还将继续招收这么多
数量的员工。”对于未来，忠旺信心满
满，用路长青的话说，用工指标就是
最直接的体现。

信心：携手踏上新征程

辽阳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
月东北之行其中一站。但这无论是
对被视察的两家企业，还是对整个东
北地区，乃至全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在辽阳石化，总书记坚定地说：
“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
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
企业的说法、做法是错误的、片面
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
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我们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坚

定信心。”
在辽宁忠旺集团，习近平总书记

回忆起他在浙江工作的经历。他强
调，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
神、工匠精神，抓住主业，心无旁骛，
力争做出更多的一流产品，发展一流
的产业。

在辽宁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
一番话力拨千斤：“我们毫不动摇地
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牢记嘱托，不忘初心。白雪峰
说，我们能做好国企改革，让国有企
业发展得更好。

“我能感受到，我身边的民营企
业家，听了总书记讲话之后都信心倍
增。”路长青说，现在不用考虑别的
了，把心放在做好自己的企业上，这
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据新华社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重温嘱托看变化

辽阳：国企民企携手迈向新征程

在 2018 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情况下，社会上有些人将公有制经济
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鼓吹所谓
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

总书记 2018 年的辽阳之行就是
用实际行动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
的重大方针，不仅是对那些错误观点
的强有力回击，更是给全国的企业吃
下了“定心丸”。

要看到，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和
非公有制经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这才有了今天中国经
济的辉煌。

彼之所得并非吾之所失。放眼
未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中国经济
潜力之足，不仅容得下，更是离不开
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
推动。

坚定不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指导着当下的经济工作，更指明
了未来的方向。 据新华社

记者手记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经验更是方向

新华社北京 9月 8 日电 近
期，猪肉供给和价格问题受到社
会关注。记者 8 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8月 31日以来，农业农村
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部门相
继印发文件，出台 17 条政策措施
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些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方
面：

基础设施方面，对 2020 年底
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

（户）和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
异地重建等给予适当补助，支持
动物防疫、粪污处理、养殖环境控
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资金规模，重点支持生猪生产
发展、动物疫病防控和流通基础
设施建设。

贷款贴息方面，种猪场、规模
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实施期限
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在延长
期内，将符合规定的种猪场、规模
猪场用于新建、改扩建猪场的建
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

保险方面，自2019年5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暂时将能繁
母猪保额从 1000-1200 元增加至
1500 元、育肥猪保额从 500-600
元增加至800元，鼓励具备条件的
地方把握时间窗口，持续开展并
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方面，扩大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实施范围，2020 年择优选择 100
个生猪存栏量10万头以上的非畜
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

补贴补助方面，2019 年实施
生猪良种补贴，补贴标准每头能
繁母猪每年不超过 40 元；非洲猪
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由现行按
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
放一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
达后，县市要在三个月内将补助
资金给付到位；强化省级财政的
统筹作用，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
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
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
的县市，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
承担比例。

养殖用地方面，生猪养殖用
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
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
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
需耕地占补平衡；生猪养殖圈舍、
场区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
设施用地，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
地规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
取消 15 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养
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
需求。

禁养区划定方面，依法科学
划定禁养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
方法规之外的其他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不得作为禁养区划定依据；

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立即
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
区情形；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政
策支持，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
的规模化养殖场户，优先支持异
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求的畜禽
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对
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
过渡期，严禁采取“一律关停”等
简单做法。

运输方面，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
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鲜活农
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
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
费。

抵押贷款方面，在辽宁、河
南、广东、重庆开展土地经营权、
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
款试点，支持具备生猪活体抵押
登记、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照市
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积极稳妥
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对
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
困难的种猪场（地方猪保种场）、
生猪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
业，不得盲目限贷、抽贷、断贷。

农机方面，将全国农机购置
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的所有适用
于生猪生产的机具品目原则上全
部纳入省级补贴范围，对生猪养
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
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
装备应补尽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从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
获悉，9 月 7 日 23 时至 8 日凌晨，北京
天安门地区举行了国庆 70 周年庆祝
活动首次联合演练，约 9 万人参加演
练及现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首次联合演练包括庆祝
大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
转场、应急处置等六项内容。其中，持
续 1个小时的阅兵演练重点进行了阅
兵式、分列式演练。群众游行演练重
点是集结疏散、整体行进，以及与联合

军乐团、合唱团的磨合，与阅兵方阵、
联欢活动的前后衔接。联欢活动演练
了主题表演和中心联欢表演，演出人
员熟悉了场地，烟花燃放控制系统进
行了实地测试。

本次演练重点磨合了庆祝活动全
流程、核心要素的内部衔接，全面检验
了各方组织保障和指挥运行工作，演
练精确到分、组织有序，达到了预期目
标。北京市有关方面表示，这次夜间
演练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理
解支持，特表示衷心感谢。

官同生，出生于 1948 年，祁东县
人。他于 197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3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祁东县
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生前日记中，官同生就立志“争
做人们所欢迎、爱戴的一名人民警
察”。他一贯积极努力，忠于职守，关
心群众疾苦，经常为群众办好事，先后
8 次奋勇救火，6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

1981年5月27日，7名犯罪分子携
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部枪械库盗窃的
枪支弹药，窜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旅
社。当晚，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站
旅社服务员报警后，迅速组织围捕，官
同生主动请战。执行任务途中，官同
生对同事说：“今晚的任务不同往常，
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的
准备……”

5 月 28 日凌晨 1 时 40 分，17 名民
警包围了汽车站旅社的四号房和七号
房，随后抓捕行动展开。在四号房，官
同生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罪犯

开枪击穿右腿股动脉。子弹穿过腹
部，进入腰椎，鲜血喷涌。官同生以坚
强的毅力打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
压在身下，直到战友们将罪犯抓获。
最终，7名罪犯全部被生擒。官同生因
流血过多，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3岁。

1981 年 6 月 16 日，官同生被公安
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今年 72岁的石承发，是当年和官
同生一起参与抓捕行动的战友。他回
忆说，他和官同生被分到“直接接敌
组”，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罪犯。官同
生在中弹流血的情况下，还能死死用
身体压住罪犯，表现出一般人难有的
英雄气概。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他还
会落泪。

近年来，祁东县公安局还多次开
展“向官同生同志学习”的主题活动，
号召全体干警学习他忠诚可靠、为人
民服务的崇高精神，临危不惧、不怕牺
牲的革命精神，英勇无畏、公而忘私的
奉献精神。

据新华社

多部门出台17条硬措施
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官同生：勇擒罪犯中弹牺牲的一级英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