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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振宏、陈梦阳

审批效率低、招商不讲诚
信、滥用职权……春节刚过，辽
宁迅即部署针对营商环境薄弱
环节的 7 项整治行动，将打好
经济“翻身仗”的突破口直指营
商环境。

近日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上，行政审批权削减、下放、整
合落实不到位或明放暗不放，
诚信缺失，承诺的招商引资政
策不及时兑现，不担当、不负
责、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执法行
为不规范、不合法、不公正等问
题被一一指出，多个城市在营
商环境上存在的问题被点名批
评。一些参会人员表示，这样毫
不留情地揭短和问责振聋发
聩。

“人人都是环境、事事关系
环境”和“服务投资者就是服务
经济、关注投资者就是关注发
展”的理念得以明晰，多设路
标、少设路障，多想“怎么办”、
少说“不能办”，更不能“忽悠”
的要求指向明确。

去年 4 月，辽宁省成立了
软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随
后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顿行
动；去年 12 月底，以立法形式
出台了东北地区首部规范营商
环境建设的省级地方条例；在
今年初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今
年第一项重点工作。

全省各市针对久拖不决的
营商环境问题，也分别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沈阳市开展政府
拖欠工程款、拆迁款专项行动，
涉及政府投资项目 3000 余个、
地块 300 余个，逐个制定清偿
计划。

据了解，辽宁省已将 2017
年确定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年，将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和实现老工业基地振
兴的抓手和突破口，打一场优

化营商环境的“攻坚战”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硬仗，并已
制定了详细的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实施方案。此外，辽宁将
对各市、各部门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效进行督查和考核，并明
确四个标准，即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是否如期实现、市场主体
是否增加、企业满意度是否提升以及民间投资是否回稳。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优化营商环境
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密不可分，说营商环境是辽宁老工业基
地振兴的“命门”和“要穴”毫不夸张，从优化营商环境
抓起，体现了辽宁向痼疾开刀的勇气和老工业基地重振雄
风的决心。 新华社沈阳 2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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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委、省政府日前在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电
视电话会上指出，只有抓住营商环境这个“命门”“要穴”，努
力打造法治、诚信、服务、政策、人才、创业的高地，才能真正
营造出聚商、重商、安商、扶商的磁力场，才能更加扎实推进
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

将营商环境视作辽宁振兴的“命门”“要穴”，一语中的。

老工业基振兴千头万绪，从哪里突破，以何作为抓手，至关
重要。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反映出当地投资环境
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着力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始终是东北地
区各级党委、政府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优化营商环境
既是解决东北地区经济当前存在问题的有效方法，又是推
动体制机制改革，从长远提高东北地区竞争力的治本之策。

在 9 日召开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电视电话会
上，多个市区由于在营商环境方面存在问题被点名批评，真
正让这些市区负责人“红红脸、出出汗”，更令人期待他们之
后的整顿和改进之举。而春节过后第一个工作日，辽宁省委
书记李希和省长陈求发的行程全都围绕营商环境展开和安
排。在年初召开的辽宁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今年第一项重要工作部署，提出“凡是违反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行为，一律追责问责、严肃处理，并公
开曝光”等“八条要求”，老工业基地辽宁向营商环境痼疾开
刀的决心和勇气可见一斑。

无论哪个地区，营商环境总会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
问题，改革发展也总会带来一些新挑战。暴露问题不可怕，
解决问题显担当。承认不足从来都需要勇气，同样也令人钦
佩，更是闯关冲碍、除弊兴利的前提。

辽宁自我“揭短”，以问题为导向，求真务实，严肃查处
曝光各类营商环境问题。2016 年，全省七批次专项整治行
动中 92 个典型案例，已经得到妥善解决的有 73 个。锦州、
阜新、铁岭、朝阳等市通过自查自纠，共查找问题 300 项，已
经解决 215 项。鞍山市开展了 3 批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发现
问题线索 106 件，办结 82 件。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张张投
资者满意的笑脸，是老百姓对党委政府行动一次次的点赞，
也是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一点一滴的推动力。

善谋者重势，成功从来都更青睐那些善于发现和解决
矛盾、顺应趋势的人。 2016 年，辽宁严肃查处人大代表
贿选案净化政治生态，做实经济数据。然而这并不代表辽
宁这片沃土的投资机会比其他地区少，相反，一个重新启
航、风清气正、脚踏实地的辽宁，会给那些想干事、能干
事的人提供更多干成事的机遇。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的一
系列大动作必将有效凝聚和激发起“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样也会为投资者提供丰厚的回报。

（记者王振宏、陈梦阳）

敢向痼疾开刀

全面振兴可期

新华社济南 2 月
12 日电(记者邵鲁文 、
袁军宝)1 袋面、10 斤
米、1 桶油……这两天，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东
台村的 4 户贫困户，收
到了一份“特殊福利”。
说特殊，是因为这“福
利”是村里的“贫困户”
赵树焕靠自己木匠手艺
致富后给大伙送的。

今年 54 岁的赵树
焕，是去年东台村的 5
户贫困户之一。就在去
年，当地政府“脱贫还要
靠自救”的精准扶贫模
式，让有着一手好木匠
技艺的赵树焕生活“焕
然一新”。

为了帮助贫困户脱
贫，去年，镇政府在村子
里建起了扶贫车间，还
给赵树焕量身打造了一
间“树焕木具加工坊”。
这样，凭手艺，赵树焕通
过制作、销售桌椅板凳，
赚到了脱贫路上的“第
一桶金”。

“现在，我每月能有
2000 元左右的收入，不
到一年时间，家里已经
添置了冰箱、洗衣机好
几个‘大件’。”说起这半
年多的劳动收获，赵树
焕满是“获得感”。

眼看自己生活有了
起色，这两天，赵树焕自
掏腰包 500 元，买了 4
份米面油，送到村里剩
下的 4 户贫困户家里。

曾经的“贫困户”
如今给贫困户发福利，引起了东台村四邻八
庄村民的热议，“现在政策这么好，看来只
要肯下力，就能挣大钱”“脱贫还得靠自
己，不能伸手光等救济”“老赵现在天天起
早贪黑干，劲头这么足，得向人家学习
了”……赵树焕的“特殊福利”，鼓起了东
台村人的干劲。

鲁洪富是收到“特殊福利”的贫困户之
一。因为前些年遭遇交通事故，留下了后遗
症，鲁洪富一家陷入贫困。拿着赵树焕送来的
米面油，鲁洪富和妻子郭娟深有感触：“今年
你去扶贫车间里找份工作，我也出去打打零
工，能干点就多干点，不能光指着政府救助。”
刚把赵树焕送来的“福利”放下，郭娟立马就
和丈夫商量起两人今年的“脱贫计划”。

“扶贫是‘大合唱’，脱贫不能只靠政
府帮扶，像赵树焕这样摒弃‘等靠要’思
维，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这股子脱贫干劲，
才是他带给其他贫困户最大的‘福利’。”
东台村第一书记冯双伟说。

“去年刚起步，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今年提前规划了一下，现在已经有了新目
标。”谈起新年打算，赵树焕告诉记者，随
着木具订单不断增加，他已经雇用了村里的
贫困户王炳武帮着打磨、上漆、组装，两人
一起努力致富。等今年收入更多了，还要再
送份更大的福利。

新华社记者罗宇凡、朱基钗、罗争光

为政之要，莫先乎人；成事之要，关键
在人。包括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关键
少数”能否发挥关键作用，事关党和国家事
业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抓“关键少数”破题，突出“关键少
数”这个重点，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明纪
律、严格要求，建章立制、着眼长远，不断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

“关键少数”要作关键表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年初中央党校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都会如期“开
课”。在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都
会为学员们讲授“第一课”，明方向、定遵
循、聚共识。

在 2015 年 2 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特
别提出了“关键少数”这个概念。他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

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 1 个月后，他在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再次
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2016 年 10 月，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再次强调了“关键少数”的关键所
在——— “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
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
键。”“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
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
出，要制定高级干部贯彻落实本准则的实施
意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则专门就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
章，突出强调抓好“关键少数”。

纲举而目张，执本则末从。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解决中国的问

题，关键在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
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
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回望四年多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
践，抓住“关键少数”无疑是贯穿始终的关
键一招。

———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层层动员的政
治实践。

2013 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治局率先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
局各位常委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打铁趁热，环环相扣。
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起点，

2015 年起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
焦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2016 年全面启动
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则进一步把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延伸到了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一条以上率下、层层深入的教育实
践脉络清晰可见。

同样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2012 年 12
月 4 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几天后，习近平总
书记到深圳考察，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
有欢迎横幅，没有层层陪同……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
起，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树起了标杆。”中
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从此，全面从严治党
令出必行、驰而不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抓，推动党风政风、社
会风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这是一种念兹在兹、一以贯之的政
治要求。

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应心存敬畏，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从中央全会到中央纪委全会，从中央政

治局会议到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对抓“关键少数”提出要求。

中央政治局处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最高
层，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中央政治局
的同志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
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

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是执掌重要权力、
承担重大责任的“关键少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高级干部必须
时刻警醒自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委
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做县委书记
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
荡荡为官”。 (下转 2 版)

抓住“关键少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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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 日，全椒县石沛镇花灯队在活动现场表演舞狮。

当日是农历正月十六，安徽省全椒县独特的传统民俗活动“正月十六走太平”拉开帷幕。当地群众和来自各地的游客走上全椒县
太平桥，参加一年一度的“走太平”等系列文化活动，为新年祈福。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正正月月十十六六““走走太太平平””

﹃
贫
困
户
﹄
给
贫
困
户
发
福
利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

态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

华社客户端，订阅“新华全媒

头条”栏目

新华社记者曾涛

向南！向蓝！
南海海域，执行战备巡逻和远海训练任

务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一路劈波斩浪。
一级军士长黎联社结束了下午的工作，

赶到厨房帮厨。这位全舰年龄最大的老兵，除
了对空部门导弹技师、士官长这两个岗位，还
兼任着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

“经委会就是代表大家监督伙食，保证大
家吃饱吃好。”边搅动着锅里的汤圆，黎联社
扭头告诉记者，“今天是元宵节，给大家煮点
汤圆。”

46 岁的黎联社当了 26 年水兵。“南海巡
逻任务重，节假日还要战备，过年过节基本都
回不了家。”

长沙舰是黎联社呆的第三条舰艇。作为
我国自主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长沙舰入
列一年半，执行训练、巡逻任务已经十多次。

说话间，一碗碗汤圆被端进水兵餐
厅——— 不少官兵才意识到，今天是元宵节。

上尉张云朋是副对空作战长。这次远海
训练的计划中，就包含了对空作战课目演练。

这位东北小伙儿，大学学的是兵器工程
专业，毕业分配到长沙舰后，从事的是副炮专
业。“当兵嘛，就得当打仗的兵。”

话是这么说的，张云朋也是这么做的。
来到长沙舰后，他对副炮的建造原理进

行研究分析，大胆修改射击参数，并与以往数
据比对，研究出了一套新的对空射击方案，雷
达捕获目标概率和副炮命中率有了大大的提
高。

如今，这套方法在长沙舰所在的驱逐舰
某支队被推广应用，好几艘舰还想把张云朋
“挖”过去。“不会走，舰上给我们这些年
轻指挥员足够的发挥空间，在这里有家的感
觉。”

长沙舰是张云朋第二个家。大学期间，他
的父母相继离世。来到长沙舰后，他跟战友们
并肩战斗，亲如兄弟，有了家一样的归属感。

“报告，××方位发现××目标。”雷达警戒
探测值班室，一名女兵边向作战值班部位报
告，边锁定目标。

报告的女兵是上等兵邵文博，大学毕业
后放弃了教师的工作，来到部队，为了圆自己
的军旅梦。还有大半年时间就要退伍，邵文博
最大的期望就是舰艇能多出海，“想体验个
够。”这是邵文博第二次出远海。晚饭刚刚吃
完，她不仅把汤圆吐得一干二净，连胆汁都吐

了出来。
“吐完就没啥了，说不定吐着吐着就习

惯了。”面对记者的采访，邵文博满脸笑容，
看不出一丝柔弱。

和邵文博一样，女兵薛敏也吐得厉害。
为此，她在出海前准备了一堆饼干，吐完
吃，吃完吐。

薛敏的岗位是舰舰导弹指挥仪兵，“我
负责按下发射键”。她笑着告诉记者：“真要
发射导弹，总不能在我这儿掉链子啊。”

这位在江苏盐城海边长大的姑娘，没
想到自己出了海反应会这么大。尽管如此，
在去年两年义务兵服役期结束后，她还是
选择了留在部队，成了一名下士。

舰艇依然在摇晃。
情电部门雷达技师梅华侨结束值更，

已是半夜。梅华侨当了 20 年兵，一半的日
子都在海上，与家中“失联”是常态。只不
过，一个月前，怀孕 6 个月的妻子意外流
产。出海在外，他十分担心，却又不知能做
点什么。

长沙舰政委徐冬根拿着手电筒，从舰
艉到舰艏，一个舱室一个舱室地查夜：住舱
里，战士们已经安然入睡；各值班部位，值
更人员聚精会神、精神抖擞。

爬到驾驶室，徐冬根朝舷窗外望去，硕
大的满月穿破厚厚的云层，高悬在南海之
上…… 新华社南海某海域 2 月 12 日电

向南！向蓝！长沙舰上的元宵节
说话间，一碗碗汤圆被端进

水兵餐厅——— 不少官兵才意识

到，今天是元宵节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有一条乡
村旅游路在当地被誉为“美丽乡村公路”，吸引不少
城市居民前来休闲自驾。 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乡村自驾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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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德国

当选总统施泰因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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