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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纪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３１ 日， 辽宁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宁人民会堂

举行。

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选举陈求发为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孙轶、 孙国相、 张铁民、 康捷、 杨关林、 杨忠

林为副主任， 于言良为秘书长。 选举唐一军为

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张雷、 陈绿平、 王大伟、

崔枫林、 王明玉、 孟庆海、 郝春荣、 李金科为

副省长。 选举廖建宇为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选举张学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大会

选出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须报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 大会选出了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５５ 名。 大会选出了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０２ 人。 大会通

过了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民族侨

务外事委员会、 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 人

事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人选。

随后， 会议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 依

次通过了 《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各项表决结束后， 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 和 《辽宁省国

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的有关规定，

陈求发、 唐一军分别率领本次会议选举产生的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新当选的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新通过的省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也进行了宪法宣誓。

宪法宣誓结束后，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求发发表讲话。 陈求发在讲话中指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英

明领导下， 在中央组织部督导组的具体指导下，

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 辽宁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圆满完成

了各项议程。 这次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充

分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事， 反映全省人民意

志， 是一次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的大会， 是一

次团结民主、 求真务实的大会， 是一次风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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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鼓舞人心的大会。 会议充分展现了各位代

表的饱满政治热情和强烈使命担当， 集中彰显

了全省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巩固发展了

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的重要成果， 更加坚定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振兴发展的信心

决心， 对于我们进一步把全省上下的力量和智

慧凝聚起来， 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 努力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陈求发指出，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

五年， 是极不平凡的五年。 经历严肃查处拉票

贿选案的考验和洗礼后，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强化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具体

安排，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认真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坚决肃清王珉等人流毒和

辽宁拉票贿选案恶劣影响， 为辽宁净化和修复

政治生态、 加快推进振兴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新一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陈求发说，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 并选举我担任本届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这是各位代表和全省 ４３００ 万人民的信任

和重托。 我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在今后

工作中， 我将同省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一

道，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

治国的有机统一，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 恪尽职守、 努力工作， 严格自律、 廉洁

奉公， 自觉接受监督， 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

期望。

陈求发强调， 当前， 辽宁正处于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新一轮全面振兴的关键时

期。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要始终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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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按照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持

之以恒落实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 “三个推

进”， 深入实施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加快推

进 “一带五基地” 建设， 努力开创辽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振兴发展新局面。 我们

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倾听群众呼声， 反映群众诉

求， 排解群众忧难， 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要

始终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认真履行管党治

党责任， 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为辽宁加快

推进振兴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陈求发强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

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各级党委要切实

加强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 及时研究解决

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法履行职能。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紧紧围

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振兴发展， 紧

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依法行使立法、 监督、 决定、 任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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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要

进一步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真正成为全面担

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 成

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各位

代表要不断增强政治观念、 法治观念和群众观

念，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努力做到民有

所呼、 我有所应， 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做表态发言。 唐

一军在表态发言时说， 大会选举我担任辽宁省

人民政府省长， 这是党中央的信任、 是全省人

民的重托， 我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我一

定倍加珍惜中央的信任厚爱， 倍加珍惜全省人

民的重托期待， 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平台机会，

团结带领省政府一班人， 与全省各族人民一道，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接续奋斗、 接力奋进，

全力走好辽宁全面振兴的新长征路， 不断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辽宁篇章。

唐一军说， 从踏上辽宁这片土地的那一天

起， 我就把自己当成了辽宁人， 能与大家一起

为辽宁振兴发展而拼搏， 为辽宁人民的幸福而

奋斗， 我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 我定将与同志

们一道， 夙兴夜寐、 倍道兼程、 不畏艰难、 埋

头苦干， 努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一要永葆

本色， 忠诚干事。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 以辽宁振兴为己任， 以百姓福祉为追求，

以勤勉履责为天职，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心尽

力、 尽职尽责， 扛起责任、 诠释忠诚。 二要勇

于担当， 奋发干事。 在省长的岗位上， 站好岗

放好哨尽好责， 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 敢于

碰硬、 勇于攻坚， 能担当、 会担当、 真担当，

为辽宁振兴发展而殚精竭虑、 奋力拼搏， 全力

推进省委决策部署的落实落地。 三要夙夜在公，

为民干事。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认真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造福人民作为最大追

求， 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看得见、 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要率先垂

范， 务实干事。 以上率下带头干， 倡导上下同

欲谋发展、 一致同功促振兴的良好风尚和浓厚

氛围； 扑下身子踏实干， 绝不做表面文章、 绝

不搞短期行为、 绝不建形象工程； 开拓进取创

新干， 推动政府工作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 确

保干有所进、 干有所成、 干有所获， 真正干出

不含水分、 实实在在的业绩。 五要恪尽职守，

依法干事。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推动中央

的大政方针在辽宁落地生根。 六要严于律己，

干净干事。 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认真

抓好省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

争。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驰而不息加

强作风建设， 带头扛起 “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

切实履行 “一岗双责”， 树立人民公仆的良好形

象。 请全省人民对我和新一届省政府班子成员

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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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 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 审查和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 审查和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省本级预算。

四、 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 听取和审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六、 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七、 选举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 委员。

八、 选举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副省长。

九、 选举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 选举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一、 选举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二、 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十三、 通过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人选。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代省长唐一军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 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过去五年和 ２０１７

年所作的工作及取得的成就， 同意报告提出的

今后五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目标任

务， 同意 ２０１８ 年预期目标和工作部署， 决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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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这个报告。

会议强调， ２０１８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新一届政府履职的开局之年， 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 “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

下的关键之年，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部署， 做好深化改

革、 全面开放、 创新发展、 乡村振兴、 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一带五基地”

建设、 五大区域发展、 三大攻坚战以及保障和

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分解目标任务， 狠抓工作

落实。

会议号召， 全省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在中共辽宁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牢记使命， 扛

起重任， 励精图治， 发奋图强， 坚忍不拔， 坚

持不懈，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辽宁

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省长　 唐一军

各位代表：

现在， 我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

工作， 请予审议， 并请省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 过去五年及 ２０１７ 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五年极不寻常， 我们走过了一段不

平凡的历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 十九大精神，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 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

着力” “三个推进”， 坚持一手抓推进辽宁振兴

发展， 一手抓修复净化政治生态， 上下同心，

砥砺奋进， 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

新进展新成就。

振兴发展扎实推进。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

真抓好中央 ７ 号文件和国务院 ２８ 号、 ６２ 号文件

精神的落实，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细化分解重

点任务， 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辽宁自

贸试验区、 沈阳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大连金

普新区、 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一批战略

平台获批实施； 京沈客专辽宁段、 红沿河核电

二期、 辽西北供水工程、 大连恒力石化、 大连

英特尔存储器等一批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创新

能力稳步提升， 为航空、 航天、 船舶等领域的

国家重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持续推进 “放管服”

改革， 取消调整行政职权 ２２３１ 项。 率先出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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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营商环境条例， 集中整治突出问题， 市场环

境逐步改善。 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 国有经

济布局加快调整。 民营经济总量不断壮大。 推

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全省组建企业集

团 ８６ 家。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蓬勃发展， 新登

记市场主体 ２２５ ８０ 万户、 注册企业 ５４ ５０ 万户。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开通中欧班列 １４

条， 营口港海铁联运量 ７２ 万标箱。 开展与江

苏、 北京、 上海对口合作， 对内对外开放的广

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出台 “１＋Ｎ”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政策，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全

面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 提前完成 “十三五”

钢铁、 煤炭去产能任务。 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辽宁行动纲要》，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９６ 项，

攻克重大关键技术 ３００ 余项， 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 新兴产业比重持续提升。 现代服

务业支撑能力增强， 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 农

业生产稳中调优， 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

城乡面貌明显改善。 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市综合

承载能力不断提升。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公路

总里程达到 １２ ３０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 ４２１２

公里； 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５８３３ 公里， 其中高

速铁路 １５２６ 公里。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主

要河流水质逐步好转， 森林覆盖率稳步提高，

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

别增长 ７ ６％和 ８ ７％， 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就业状况持续改善，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 ２７２ 万

人。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贫困人口减少

１０２ 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１％。 改造棚户区

住房和农村危房 １０６ 万户。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科教强省建设扎实推

进。 公共文化事业稳步发展。 人民健康和医疗

卫生水平大幅提高。 圆满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

民族、 宗教、 档案、 地方志、 参事文史工作取

得新进展， 气象、 地震、 测绘、 老龄、 残疾人、

妇女儿童、 红十字事业取得新进步。 社会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各位代表， ２０１７ 年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

我们坚持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 集中精力抓了

一些大事、 干了一些实事、 办了一些好事， 经

济运行呈现筑底企稳、 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发展质量和效益逐步提高，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绩。

初步核算，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２３９４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４ ２％， ２０１１ 年以来经济增速单向回

落的状况发生了趋势性改变。 地方财政总收入

４１９８ ３０ 亿元， 增长 ９ ４％；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３９０ ２０ 亿元， 增长 ８ ６％；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８４２ ９０ 亿元， 增长 ５ ８％。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１ ４％。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４９９３ 元和

１３７４７ 元， 分别增长 ６ ４％和 ６ ７％， 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一年来， 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工作：

（一） 凝心聚力稳增长

推动工业经济稳定发展。 积极开展企业帮

扶，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实施民营工业企业培

育计划， 促进环保整改企业投产达产。 工业用

电量增长 ４ ５％。 铁路货运量增长 ９ ３％。 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８ １％。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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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长 ４ ４％， 实现利润增长 ９４％。 煤炭、 钢铁

等行业市场回暖、 效益回升。

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 省领导定点联系

６０ 个重大项目， 抚顺清原抽水蓄能电站、 铁岭

生物燃料乙醇等项目开工建设， 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工程全面启动， 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稳

步推进。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６４４５ 亿元， 高技术

制造业和技术改造投资增长加快。

促进消费市场转型升级。 健全城乡流通网

络，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１３８０７ 亿元， 增长 ２ ９％， 网络销售额增长

４０％。 落实 “三互” 大通关， 加快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二期建设， 外贸进出口总额 ６７３７

亿元， 增长 １７ ９％， 其中出口 ３０４２ 亿元， 增长

７ １％。 积极推进松下新能源汽车、 沙特阿美石

油等重大合作项目，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７７％，

引进国内资金增长 ４３％。

（二） 克难奋力促改革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取消调整 ３１５ 项行政

职权， 推进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 全面实行

“二十六证合一、 一照一码”， 工商登记前置审

批事项减至 ３２ 项， 实现在线申报、 网上审批服

务事项 ３２３ 项。 聚焦社会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 开展营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新登记市场

主体 ６２ ９０ 万户， 平均每天新增 １７２２ 户。

全省国有企业吸引各类资本 １０２７ 亿元， 国

有资产利税率超过 ２０％。 处置 “僵尸企业” １１６

户。 加快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 港口资源整

合扎实推进。 着力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

逐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开局良好。 复制推广

９９ 项经验做法， 形成 １３ 个全国首创案例， 出台

１９９ 条支持政策， 新登记注册企业 ２ ２０ 万户。

（三） 精准发力调结构

扎实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 。 清理 “地条

钢” 生产企业 ６６ 户， 关闭退出小煤矿 １８５ 处、

化解产能 １０２０ 万吨， 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４２２ 万

吨， 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１０ ５０ 万千瓦。 商品房去

化周期缩短了 ６ 个月。 全省纳税人申报各项税

收减免 １２８８ 亿元。 取消调整收费政策 ３８ 项， 减

轻社会负担 ４３ 亿元。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２５

亿元。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１１９

万亩。 粮食产量达到 ４２７ 亿斤。 新增投资千万

元以上农产品加工项目 ３０２ 个。 农民合作社达

到 ６ ３０ 万家。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３ ６％。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全面落实八大门类产

业政策， 着力打造智能制造服务平台， 攻克关

键技术 ２０８ 项，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７ ５

件， 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２０％。 沈阳材料

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成功获批， 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 ２５８０ 家， 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达到 １８％。 第

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３ ２％。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新增金融机构 １３２

家， 成立首家民营银行， 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 １３８０ 亿元。 快递业务量突破 ５ 亿件。 港口货

物吞吐量 １１ ３０ 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 １９５０ 万标

箱。 旅游业总收入增长 １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长 ５％。

统筹推进区域发展。 实施沈阳经济区、 沿

海经济带、 突破辽西北、 沈抚新区和县域经济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制订三年行动计划，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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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发展、 协同发展。 制定框架实施方案， 加

快推进 “一带五基地” 建设。

（四） 倾情倾力惠民生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财政支出用于

民生比重达到 ７７％。 新增就业 ４４ ８０ 万人， 城

镇登记失业率 ３ ８２％。 高校毕业生省内就业率

８０ ６％。 退休人员养老金增长 ５ ５％， 城乡居民

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６ ７％和 １０％， 城乡居民医保

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 ４５０ 元。 启动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实现直接结算。 棚

户区改造新开工超过 １０ 万套。 实现 ２５ ３０ 万人

脱贫、 ５６６ 个贫困村销号， 康平、 新宾、 清原、

桓仁 ４ 个省级贫困县摘帽。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蓝天、 碧水、 青

山、 净土和农村环境整治五大工程， 积极配合

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 着力解决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 清理取缔海洋涉渔 “三无” 船

舶 ２１２２ 艘。 在全国率先启动秸秆焚烧防控问责

机制， 拆除燃煤小锅炉 ６９６８ 台， 淘汰黄标车及

老旧车 １４ ５０ 万辆， 供暖期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８４％。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

率达到 ６８％， 实施 １５ 年免费特殊教育， ４ 所高

校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加强理

论武装，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 加快建设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 成功举办辽宁省第十届艺术

节和第六届全民读书节。 鞍山、 盘锦首次被评

为全国文明城市。 全民健身更加活跃， 辽宁男

篮首获全运会冠军。

（五） 尽心竭力防风险

积极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通过安排预算资

金偿还、 推进企事业单位改革等多种途径，

２０１５ 年以来政府债务余额下降 ２３％， 其中省本

级下降 ４２％。 切实防范养老金支付风险， 全省

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达到 ７３７ 亿元， 其中各级财

政划转现金资产 ２８９ 亿元。 坚决防控企业债务

风险， 推动营口港、 本钢集团等开展市场化法

治化债转股， 东北特钢等企业债务风险得到妥

善处置。

加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 强化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 国家安全、 信访工作、 应急管理

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断加强， 司法行政

改革步伐加快， 平安辽宁建设扎实推进。

（六） 持续用力转作风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决肃清王

珉等人流毒和拉票贿选案恶劣影响， 持续修复

净化政治生态。 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 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坚决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委实施细则， 严肃查处大案

要案。 强化督查问责， 推动压力层层传导、 责

任层层落实。

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

工作监督和省政协的民主监督， 认真听取各民

主党派、 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

见。 ６６１ 件人大代表建议、 ５６８ 件政协提案全部

按时办结。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 ６

件， 制定政府规章 ９ 件， 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５６１ 件。

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国防动

员、 边海防、 人防和民兵预备役工作不断加强，

双拥共建取得新成效， 军地融合发展呈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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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经过不懈努力， 全省经济形势在好转， 政

治生态在净化， 营商环境在改善， 干部作风在

转变。 成绩来之不易、 弥足珍贵， 这是我们加

快振兴发展的基础所在、 信心所在、 希望所在。

各位代表， 这些成就的取得， 主要得益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得

益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关怀、 大力指

导支持。 五年来， 习总书记两次参加全国人代

会辽宁代表团审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亲临辽宁考察

指导工作， 对辽宁振兴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指示， 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我

们要一以贯之地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 全力以赴把辽宁的事情办好。

各位代表， 这些成就的取得， 是中共辽宁

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结果。 在此， 我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 向

全省各族人民， 向各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向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

团体， 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中央在辽单位、 驻

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所有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

表示诚挚的感谢！

回顾过去的工作， 我们深刻体会到： 必须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 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决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坚持推进振兴发展与修复净化政治

生态两手抓， 持之以恒落实新发展理念和 “四

个着力” “三个推进”， 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在辽

宁落地生根。 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

摇， 保持战略定力、 顶住下行压力， 迎难而上、

克难奋进，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加快增长动能转换， 加速辽宁振兴发展。 必须

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 以改革增动力、

以开放添活力， 努力改善发展环境， 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 不断巩固扩大竞争优势。 必须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 充

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 努力保障人民权益， 持

续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

摇， 尊重经济规律， 做实经济数据， 杜绝 “官

出数字、 数字出官”， 多做打基础、 利长远的工

作，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回顾过去的工作，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当

前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比较多、 风险

和挑战还比较大，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基础尚不稳固， 由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很不容易。 主要表现在： 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大项目储备不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 创

新能力还不够强， 新旧动能转换不快， 结构调

整任务较重； 国有企业活力不足， 民营经济发

展不充分， 服务业发展不够快， 一些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较大，

政府和企业债务风险不可小视， 在教育、 医疗、

住房、 就业等方面， 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

方； 营商环境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部分干部工

作不深入、 一些部门服务不到位，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存在， 群众和企业对乱收费、

办事难还有很多意见；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王珉等人流毒和拉票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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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造成的恶劣影响较大， 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任

务仍然较重。 我们一定要直面问题、 敢于担当，

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加以解决。

二、 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为辽

宁发展指明了方向。 今后五年， 在辽宁发展史

上至关重要。 当前， 各地正呈现百舸争流、 千

帆竞发的发展态势， 辽宁正处在滚石上山、 爬

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面临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和标兵渐远、 追兵迫近的严峻形势， 我们既要

坚定发展信心， 又要增强忧患意识； 既不妄自

菲薄， 又不盲目乐观， 做到坚定清醒有作为。

今后五年， 是辽宁改革开路、 开放引领、 创新

驱动， 破解发展难题、 破除前进障碍， 促进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 “动能再造期”； 是保持

定力、 埋头苦干、 夯实根基， 持续修复净化政

治生态， 缩小原来发展差距、 跟上全国前进步

伐， 实现长远发展的 “基础再建期”； 是抓住机

遇、 扬长补短、 彰显特色， 把短板拉长补齐、

把优势做强放大， 加快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

革、 动力变革的 “优势再创期”。 我们要思全

局、 观大势、 谋方略， 进一步找准方位、 明确

方向， 下定决心、 坚定信心， 着力加快发展步

伐， 努力实现追赶跨越。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按照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持之以恒落实

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 “三个推进”， 加快

推进 “一带五基地” 建设， 深入实施 “五大区

域发展战略”， 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

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统筹推进稳增

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

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加快实现辽宁

全面振兴、 奋力走进现代化建设前列打下坚实

基础！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奋斗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力争更好的结果，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到 ２０２２ 年， “一带五基地” 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 五大区域发展取得重大成效， 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开放型经济水平显著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

高， 生态环境明显改观， 营商环境明显优化，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辽宁全面振兴取得重大阶

段性成就， 为奋力走进现代化建设前列打下坚

实基础。

各位代表， 展望五年之后的辽宁， 经济发

展将更有质量， 政治生态将更加清朗， 文化事

业将更加繁荣， 生态环境将更加友好， 人民生

活将更有品质， 一个体制重构、 生态重建、 形

象重塑， 一个富有实力、 充满活力、 独具魅力

的新辽宁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党中央的殷

切期望， 这是辽宁人民的热切期盼， 这是需要

我们放手一搏才能完成的任务、 奋力一跃才能

实现的目标。 我们要树雄心、 立壮志， 敢担当、

勇拼搏， 倍道兼程、 急起直追， 以力举千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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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劲、 力拔头筹的干劲， 干出一片新天地、 干

出一个新辽宁！

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 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 着力构筑

增长新动能

以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为契机， 在新起点

上实现新突破，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市场机制、 营商环境。 要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敢于摒弃旧的发展方式、 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发展。 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 深入推进 “放管服” 改革， 释

放发展活力和改革红利。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企业集团。 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不断增强国有企业内在活力、 市场竞争力和发

展引领力。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坚决破除各类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大力发

展民营经济， 成就更多 “小巨人” 企业， 让民

营企业在振兴发展中大显身手。 加大事业单位

改革力度。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促

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加快建立普惠金

融体系， 让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 加快

沈阳、 大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突出对标对表，

以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为工作导向， 加快

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力争经过几

年的努力， 打造发展环境最优省份。

第二，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开放， 着力形成

开放新格局

开放是兴省之要， 要高高举起开放的旗帜，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全面开放引

领全面振兴。 以服务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为

重点， 找准定位、 主动融入， 创建辽宁 “一带

一路” 建设综合试验区和中国－中东欧 “１６＋１”

经贸合作示范区，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用足

用好国家政策， 优化整合园区资源， 深入推进

辽宁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加速改革创新成果

推广落地。 支持大连探索创建自由贸易港。 实

施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 “双招双引” 工程， 做

好全周期服务、 全过程管理， 增强发展新动力。

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推进外贸优进优出，

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支持更多企业 “走出去”， 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 深化与江苏、 北京、 上海对口合作。 完善

东北区域发展协同机制。 做好援疆、 援藏等对

口支援工作。

第三， 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 着力争创

发展新优势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 聚焦产业创新

的主战场， 以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沈抚

新区为核心载体， 构建沈大高新技术产业带，

谋划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 建设一批国内顶

尖的大院名所， 实现一批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建设国际一流的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和机器人技

术创新中心， 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打

造创新高地。 加快实施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辽宁行

动纲要》，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建成以创新

引领、 智能高效、 绿色低碳、 结构优化为核心

特征的先进制造业体系。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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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支持央属军工集团在辽投资布局， 加快建

设航空、 航天、 船舶、 兵器等军民融合高技术

产业基地， 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

企业大集团。 加快推进质量强省、 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 三年内省级研发机构达到 ２５００ 家， 研

制重大装备 ５０ 项， 转化科技成果 ６０００ 项。 全面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努力把辽宁打造成为创业沃土、 创新天堂， 不

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四， 坚定不移推进统筹协调， 着力开创

振兴新局面

建设 “一带五基地”， 是中央赋予东北的战

略定位， 是推进全面振兴的重大载体。 要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努力在 “一带五基地” 建设中当先锋、 打头阵。

坚持城乡一体、 区域协同、 海陆统筹， 深入实

施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促进省域协调发展。 沈阳

经济区要着力增强连接聚合扩散能力， 突出创

新引领， 加速转型升级， 形成一批千亿级产业

集群， 支持沈阳建设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 加

快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具有较强竞争力、

影响力的城市群。 沿海经济带要充分发挥区位

和开放优势， 突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

带动作用， 深入推进临港产业集群建设， 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 加快建成产业结构优化的先导

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 辽西北地区要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 主动作为、 创新

作为， 推进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 推进现代农

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深入推进沈抚新区发展，

尽早建成国家创新发展和东北对外开放合作示

范区， 打造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增长极。 加快补

齐县域经济短板，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引

导公共财政向农业倾斜、 公共资源向农村延伸、

社会保障向农民覆盖， 统筹推进县域新型工业

化、 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实现县域经济

发展新突破， 促进农业发展、 农村繁荣、 农民

增收。

第五， 坚定不移推进三大攻坚， 着力夺取

全面小康新胜利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围绕年度任务， 压实各

方责任， 不断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 着

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三年内全省化解政府性

债务 ３０００ 亿元以上。 努力防控好企业债务风险，

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履行地方政府监管职责， 严

厉打击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等违法违规活动，

严格金融机构风险内控， 防控处置银行不良贷

款。 落实财政 “收支平衡、 预算兜底” 责任制，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着力抓好精准脱贫。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 是我们党

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动员全省力量，

完善政策措施， 加大攻坚力度， 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 加强扶贫资金整合和绩效管理， 深入

推进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 生态扶贫， 强化对

贫困老年人、 残疾人、 重病患者的精准帮扶，

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让贫困人口

和贫困地区与全省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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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抓好污染防治。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 推进生产、 生活、 生态绿色化， 深入开

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加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健全生态文

明绩效考核机制。 到 ２０２０ 年， 全省河流水质

优良比例达到 ５１％以上， ＰＭ２ ５ 浓度下降到每

立方米 ４２ 微克以下， 森林覆盖率达到 ４２％以

上， 让辽沈大地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蓝天

永驻！

第六， 坚定不移推进民生工程， 着力建设

幸福美好新辽宁

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财政

支出更多向民生倾斜，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

业政策，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确保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推进文化强省建

设，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繁荣文化事业， 壮大

文化产业，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好的精神产品。

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施公民道德

建设工程，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推

进教育强省建设，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促进教

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学习型社会。 实施健康辽宁战略， 为人民

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倡导文明生

活方式， 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主要健康指标进

入全国先进行列。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推

进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 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省。 发展冰雪运动、 冰雪产业，

积极对接北京冬奥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深

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坚决兜住民生底线。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

机制建设， 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 让全省人民

住有所居。 提升平安辽宁建设水平， 确保全省

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民生福祉是政府工作的第

一目标， 宁可政府过苦日子， 也要让群众过好

日子。 我们要以扎扎实实的工作， 让辽宁城乡

更加繁荣美丽， 让辽宁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美好！

三、 ２０１８ 年重点工作

２０１８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一

届政府履职的开局之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实施 “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 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十二届五次、 六

次全会部署， 分解目标任务， 狠抓工作落实，

确保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开门红。

综合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任务和

工作导向， 建议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６ ５％左右； 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６ ５％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７％；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０％；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５％； 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

份额不减；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３％左右； 城镇新

增就业 ４１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５％

以内；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３ ２％， 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继续下降。

今年， 要重点做好以下十个方面工作：

（一） 狠抓深化改革

今年是我省深化改革年。 继续抓好 “三去



　 １４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一降一补”， 依法依规引导企业化解过剩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 关闭年产 ３０ 万吨以下煤矿 ２５

个， 去产能 ３６１ 万吨。 巩固清理 “地条钢” 成

果。 继续因城因地施策， 重点化解县城房地产

库存， 用 ３ 年左右时间将商品住宅去化周期控

制在合理区间。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降低企业非税负担。

扩大直供电比重， 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达到工

商售电量 ６０％以上。 改革公路收费制度， 坚决

整治运输乱收费乱罚款。 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 全面清理整顿中介服务收费。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抓住大宗商品价

格上扬、 重点企业效益改善的窗口期， 推动国

有资本优化配置， 推进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抓好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加快厂办大集体改革，

上半年先行在沈阳、 营口、 辽阳三市开展试点，

下半年在全省推开， 力争 ２ 到 ３ 年全部完成。 全

面完成国有企业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 完成

“僵尸企业” 处置任务的三分之二， 做好职工安

置和债务处置工作。 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下降 ３ 个百分点， “三项费用” 压减 ３％以上，

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２５ 亿元。 地方国有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 ５％， 利润总额增长 ８％。 国有企业要

成为推进振兴发展的排头兵。

统筹各类机构设置， 扎实推进经营性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 加快组建企业集团， 优化整合

非经营性事业单位。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合理

划分省与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完善转移支

付制度。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三公” 经费只减

不增。 调整完善 “乡财县管” 政策， 增强乡镇

发展活力。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规范发展地方

性中小金融机构，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

贵问题。

（二） 狠抓全面开放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创建辽宁

“一带一路” 建设综合试验区和中国 －中东欧

“１６＋１” 经贸合作示范区。 推动综合交通运输国

际大通道建设， 提升中欧班列影响力， 深化沿

线大通关合作。 推进 “一带一路” 沿线重点工

业园区建设， 带动更多辽宁装备、 技术和服务

走出去， 对外投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促进利用外资稳定增长。 扩大金融、 电信、

医疗、 教育等领域开放。 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程序， 实现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 “单一窗口、

单一表格” 办理。 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加

快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 重点改革创新事项落

地率达到 ９０％， 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达到国

家标准版水平。 积极建设特色产业集聚区。

巩固外贸稳中向好势头。 落实国家进出口

政策， 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进一步压缩

通关时间。 抓好大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支持沈阳创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家临港

经济示范区。 鼓励服务出口， 发展服务外包。

精心准备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力争

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稳中有升。

（三） 狠抓创新发展

发挥科技教育优势， 抓住载体、 机制和人

才三个关键， 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促进科技与

经济深度融合， 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 ２％，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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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 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 鼓励大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 推动

科研院所、 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 发展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 运用， 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达到

１２０ 家，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７ ８ 件， 转化

落地科技成果 ２０００ 项， 技术合同成交额增

长 １５％。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营造更为宽松包

容的环境， 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

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

和技术路线决定权， 落实提高科研项目经费中

的人员费用比例政策， 让创新者得到应有的荣

誉和回报。 支持企业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加强

高技能人才激励。 建设一批省级 “双创” 示范

平台， 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 培育创业带

头人 １ 万名。 完善普惠性政策， 鼓励引导大学

毕业生在辽宁就业创业， 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

更大空间。

推进高新区提质增效。 深入实施沈大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积极探索先行

先试创新政策， 率先在全省高新区复制推广。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５００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２０００ 家。 新增省级高新区 ３ 家、 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 ６ 家， 推动丹东、 盘锦、 朝阳创建国家级

高新区。

（四） 狠抓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坚持工业强省、 制造强省， 发展壮大新动

能，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深入落实新兴产业三

年行动计划， 运用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大

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推进沈阳创建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国家级示范区， 推进 １００ 个智能制造及智

能服务试点示范项目， 培育 １０ 家省级工业电子

商务试点企业， 做大做强沈阳集成电路、 大连

应用软件、 抚顺石化、 本溪生物医药等产业集

群。 以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为核心， 提高装配式

建筑占比， 加快建筑业转型发展。 弘扬劳模精

神、 工匠精神， 开展质量、 品牌提升行动， 打

造强企名企， 叫响 “辽宁品牌”。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健全办事机构，

完善扶持政策， 加快推进沈阳、 大连、 葫芦岛

军民融合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抓好自主燃气轮

机、 海洋核动力平台等军民融合示范工程， 大

力发展民用航空、 高技术船舶、 卫星应用等军

民融合产业。

加快发展服务业。 努力推进传统服务业模

式创新， 推进商贸企业连锁化经营， 加快沈阳

五爱、 鞍山西柳、 辽阳佟二堡等千亿元市场建

设。 大力培育港航物流、 融资租赁、 科技服务

等现代服务业。 大力发展旅游业， 组建辽宁旅

游产业集团， 整合旅游要素和资源， 加快发展

乡村旅游、 民宿经济，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达到 ２５ 家， 旅游业总收入增长 １２％以上。 用

好产业引导基金， 吸引带动社会资本， 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 推进企业上市融资， 新增本外币

贷款 ２６００ 亿元， 实现社会融资 ３６００ 亿元。 支持

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展， 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加

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 加快普及百兆宽带， 扩

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 推动电子商务进农

村、 进社区、 进企业， 培育 ２０ 个辽宁特色产业

电商平台和运营服务企业。 加大政策扶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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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准入限制， 大力促进社会力量发展医疗、 养

老、 教育、 文化、 体育等服务， 组建省健康产

业、 体育产业集团。

狠抓有效投资，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发挥

政府投资引导作用，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促进民间投资回升向好。 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

级工程， 支持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开工建设沈

白客专， 力争京沈客专沈阳至承德、 铁岭至本

溪高速公路年内建成通车， 阜新至科尔沁输变

电工程、 中石油辽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完成。 积

极推进华晨宝马 Ｘ３、 大连恒力石化、 抚顺特钢

高温合金、 兵器集团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等重

大产业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京哈高速绥中至盘

锦、 沈阳机场二跑道、 大连新机场、 朝凌高铁、

抚顺清原抽水蓄能电站、 徐大堡核电一期等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五） 狠抓乡村振兴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

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质

量兴农、 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 培育壮大优势

特色农业。 推进农业 “三区三园” 建设， 稳步

发展 “一乡一业”。 大力推进 “互联网＋农业”，

促进农业与旅游、 文化、 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现代农业示范带建设。 实施农产品加工业

提升行动， 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７％以上。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完成 ２１６３ 万亩集体耕

地确权登记工作。 推进农村土地 “三权” 分置

改革。 盘活用好闲置农房和宅基地， 激活乡村

沉睡的资源。 深化集体产权、 国有林场、 农垦、

供销社等改革。 实施海洋渔船 “双控” 及海洋

渔业资源总量管理。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 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 健全农业

信贷担保体系， 切实提高农业灾害保险保障

水平。

加强乡村文明建设。 广泛开展 “文明家庭”

“文明村” 创建活动， 推动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

产生活各方面。 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 “三

农” 工作队伍。

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加快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 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抓好 “四好农村路” 建设，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３５００ 公里、 “一事一议” 村内道路 ４５００ 公里。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发挥国家投

资主渠道作用， 加大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力度。

加快实现 ４Ｇ 网络全覆盖。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 抓好 “厕所革命”。 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２０

个、 生态村 ２００ 个。

（六） 狠抓优化营商环境

以打造发展环境最优省为目标， 深入开展

营商环境建设年活动， 全力实施 “双招双引”

工程， 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开展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 重点推进 “照后减证”， 许可类的证

能减尽减， 管理备查类的证能合则合， 大幅缩

短企业开办时间。 建设覆盖全省的 “互联网＋政

务服务” 体系， 大力推进网上审批， 提高办事

效率。 深入贯彻 《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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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整治 “管卡压” “推绕拖” 等突出问题， 严

肃查处典型案例， 加大公开曝光力度。 政府要

当好服务企业的 “店小二”， 坚持重商亲商安

商， 更加尊重市场经营主体， 更加尊重企业家

和投资者， 努力营造公开公正公平、 透明高效

法治的发展环境， 建设诚信政府、 诚信企业、

诚信社会。

大力开展 “双招双引” 。 坚定不移地把招

商引资、 招才引智作为推动发展的 “一号工

程”， 采取有力措施， 强化绩效考核， 全力加以

推进。 以猛虎扑食、 虎口夺食的气势， 加快引

进一批支撑型、 引领性的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

努力形成内资外资加快涌入、 央企军企加快入

驻、 国有民营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扩大有效

投资规模， 巩固经济回升态势。 打出人才政策

组合拳， 付出真情实意、 投入真金白银、 做到

真抓实干， 全面升级现有人才计划、 人才政策、

人才平台， 引人才、 争人才、 抢人才， 加快吸

引一大批技能人才、 高端人才、 前沿人才。 新

增专业技术人才 ９ 万人、 高技能人才 ４ 万人， 引

进高层次人才 １０００ 人、 国外 “高精尖” 人才

５００ 人。 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家， 培养一批 “辽宁

工匠”。 以最大的诚意、 最优的服务感召辽宁商

人、 东北商人， 推动产业、 总部、 资本全方位

多领域回归。

争创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 坚持 “两个毫

不动摇”， 全面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

策措施， 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为民营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新增 “个转企” １ 万户、 规模

以上企业 ５００ 户。 加强辽宁商会建设。 与全国

工商联共同举办 “２０１８ 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 强发

布会和民营经济发展峰会”， 支持沈阳承办

“２０１８ＡＰＥＣ 中小企业技术交易暨展览会”， 促进

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七） 狠抓 “一带五基地” 建设

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关键环节， 细化任务、

强化举措， 确保每年取得新进展、 发生新变化。

努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

业基地。 推进中德高端装备制造园建设， 加快

民用飞机研发制造平台、 海工重型装备产业化

建设， 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９％。

努力建设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 加快沈鞍

抚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 推进钢铁、

石化、 有色金属等行业改造升级， 大力发展金

属、 化工和无机非金属新材料， 到 ２０２０ 年， 新

材料销售收入占原材料工业的比重达到 １０％。

努力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 推进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 经营

体系。 加快建设一批标准化种植、 生态化畜禽

养殖、 绿色化水产养殖、 现代化海洋牧场和特

色化林下生产示范区，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优质农产品品牌， 努力把我省建设成高标准高

质量的绿色粮仓、 绿色菜园。

努力建设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和重要技

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建设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

究中心、 大连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组建国家

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和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新

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５０ 家。 到 ２０２０ 年， 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超过 ４０００ 家， 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 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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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狠抓五大区域发展

推进沈阳经济区同城化、 一体化发展。 推

动沈阳全面创新改革先行先试， 打破行政壁垒，

加大统筹力度， 强化联动协调， 推进科技、 人

才、 旅游等领域一体化发展， 打造区域合作链，

构建发展共同体。

推进沿海经济带开放发展。 支持大连建设

创新创业创投中心， 推动人工智能、 水下机器

人等高端产业技术联盟建设。 组建辽宁港口集

团， 加快沿海港口整合。 优化整合重点产业园

区， 支持盘锦辽东湾、 营口仙人岛纳入长兴岛

石化产业基地拓展区。 大力发展临港产业， 推

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加快建设服务辽宁省、 辐

射全东北、 影响东北亚的 “港口经济圈”。

推进辽西北地区赶超发展。 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抓手，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加快人才

引进步伐，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工、 生态旅游

等产业， 着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 完善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打造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地。

推进沈抚新区加快发展。 完善体制机制，

创新开发模式， 改进招商方式， 发展大数据、

大健康、 人工智能等特色产业， 争创国家级创

新发展示范区。

推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依托资源禀赋

和现实基础， 走出特色发展的路子。 壮大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 加快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大力

发展县域服务业， 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努力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和发展活力。

（九） 狠抓三大攻坚战

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摸清底数、

找准症结， 压实责任、 强化问责， 严格落实化

解政府债务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从今年起每年

化解 １０００ 亿元以上。 各级政府都要对本级债务

负责， 既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 也绝不允许再

违规举债， 一经发现要严肃问责、 终身问责。

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稳步降低高负债企业杠杆

率， 坚持标本兼治、 远近结合， 严厉打击非法

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有效防控养老保险

金支付风险， 加大财政预算保障力度， 加强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

深入推进精准脱贫。 坚持省负总责和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

的责任制， 选派干部到乡镇和村工作， 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 振兴乡镇经济、 发展县域经济。

注重把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 巩固脱贫成

果， 改进考核方式， 加强动态管理， 坚决扫除

扶贫 “死角” 和 “盲区”， 今年要确保 １５ 万人

脱贫、 ５００ 个贫困村销号、 ６ 个省级贫困县摘

帽。 对新产生的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 及时纳

入帮扶， 绝不让一个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

掉队。

大力推进污染防治。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和

国家海洋督察整改落实工作， 确保按期完成整

改任务。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 有序推进煤改

气、 煤改电， 加强各环节衔接， 全面取缔县域

建成区和工业园区 １０ 吨以下燃煤小锅炉。 严格

管控秸秆焚烧，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８５％以上。

全面启动治水工程， 积极推行河 （湖） 长制，

集中治理工业园区水污染， 加快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推进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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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改造和达标排放，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降低 ３ ８９％。 推进生态建设和保护， 加

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强化生态功能区保护，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有序推进各类保

护区内矿业权退出。 加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力

度， 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全面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落实自然岸线管控要求， 实

施围填海限批禁填。 推进青山工程， 完成人工

造林、 封山育林和森林抚育 ３０３ 万亩。

（十） 狠抓保障和改善民生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

外负担重、 “择校热” “大班额” 等突出问题，

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 加快普及高中教育。 努力提升农

村教育、 职业教育质量。 深入推进高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加快高校 “双一流” 建设和职业

院校 “双高” 建设， 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

应用型院校转变。

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坚定

文化自信，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 建好特色新型智库。 发展新闻出版、 广

播影视等事业， 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做好

文化惠民工作。 支持鞍山岫玉、 本溪辽砚、 阜

新玛瑙、 朝阳紫砂等特色产业发展。 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办好第七届全

民读书节。 开好辽宁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提高收入水平和就业质量。 实施城乡居民

和各类群体收入增长三年行动计划， 促进城乡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大规

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退役士兵、 去产能下岗职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

持续加强社会保障。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标准，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

准。 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供养标准平均提高 ５％

以上。 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加快公租房建

设。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有效治理交通拥堵等

“城市病”。 改善物业管理， 促进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 加强城市老旧弃管小区管理， 建设和谐

社区。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完善

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 积极推进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发展。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 用心做好

老龄工作，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推进健康辽宁建设。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

置，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 实施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三年

滚动计划和全科医生培养计划， 医联体覆盖全

部基层卫生机构。 大力发展医养结合， 实施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 巩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支

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努力提高社会治理

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 形成

有效的社会治理、 良好的社会秩序。 推进辽宁

“雪亮工程” 建设。 落实信访矛盾减存控增三

年行动计划， 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坚持严格执法、 公正

司法，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 加强法律服务和法

律援助，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加强应急管

理， 防控风险隐患。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提升平安辽宁建设水平， 让社会更加安定、 百

姓更加安康。 发挥好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

团组织作用。 加强特殊人群、 重点人员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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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开展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工作。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

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军地团结与协作。 全力

支持军队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加强军事设

施保护。 加强国防动员、 国防教育、 后备力量

和双拥模范城建设。 加强边海防建设， 全力维

护边海防地区安全稳定。 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

置工作， 维护军人合法权益。

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 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 依法管理民

族宗教事务。 努力做好外事侨务、 保密、 贸促、

对台、 气象、 地震、 测绘、 地质、 档案、 妇女

儿童、 参事文史和机关事务等各项工作。

四、 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各位代表， 完成宏伟目标， 实现美好愿景，

必须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始终把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 切实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始终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做到党中央提倡

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

禁止的坚决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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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辽宁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狠劲实干、 狠

抓落实， 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辽宁的生动实践。

忠诚坚定勇担当。 当前， 辽宁面临的发展

机遇前所未有， 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

这就注定了今后五年不会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

而是艰苦奋斗、 拼搏奋进的五年。 要以振兴辽

宁为己任， 强化担当意识， 肩膀硬、 腰板直，

遇到矛盾不回避、 面对困难不退缩， 不怕接硬

任务、 主动啃硬骨头， 勇于担当起应该担当的

责任， 在攻坚克难中诠释忠诚、 在推动发展中

体现担当。

践行宗旨为人民。 牢固树立人民政府为人

民的理念， 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施政方向， 夙夜在公， 勤政为民， 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对人民负责、 受人

民监督、 让人民满意。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用脚步丈量

民情、 用服务增添民利。 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

事、 解难事、 做好事， 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

百姓的幸福指数， 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人民

政府离自己很近、 跟自己很亲。

实干高效有作为。 辽宁振兴怎么样， 就看

我们怎么干。 倡导务实精神， 大兴实干之风，

撸起袖子加油干、 甩开膀子加快干。 坚持 “干

字当头、 实字为先、 效字以求”， 摸实情、 出

实招， 重实干、 求实效， 绝不做表面文章， 绝

不搞形象工程， 绝不说大话讲空话、 不踏实不

落实。 着力建设高效政府， 切实增强科学发

展、 改革创新、 依法执政、 驾驭风险的本领，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雷厉风行的作风， 确保政

府工作高效率高质量地顺畅运转、 有序推进。

以绩效论英雄， 做到真抓落实、 精准落实、 有

效落实， 干一件成一件、 做一桩成一桩， 努力

创造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人民群众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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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绩。

依法诚信塑形象。 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坚持依法行政、 职权法定， 始终做到法无授权

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 依法用权、 公正用

权、 廉洁用权，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要依法接

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自觉接受人民

政协的民主监督，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

督。 言必信、 行必果， 说到做到、 办就办好，

政府作出的部署必须落实到位， 作出的承诺必

须坚决兑现， 增强公信力和执行力。 全力构建

审批事项少、 办事效率高、 服务质量优的营商

环境， 精心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生态、 富有活

力的人文生态、 诚信法治的社会生态， 加快建

设 “信用辽宁”。

清正廉明当表率。 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认真开展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 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 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持续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持续修复净化政

治生态， 严厉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严格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驰而不息深化作风建

设， 特别是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自觉遵

纪守法， 堂堂正正干事、 勤勤恳恳为民、 清清

白白做人，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 政

治清明。

各位代表，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在辽宁

这片热土上， 我们的前辈曾经创造了许多骄人

的业绩和辉煌。 现在， 振兴辽宁、 重振雄风、

再创辉煌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我们肩上， 这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这是我们这一代辽宁

人必须走好的长征路。 我们一定要继承前辈的

光荣传统， 弘扬新时代的辽宁精神， 万众一心，

携手同行， 勇往直前。

各位代表， 新时代的进军号角令人振奋，

全面振兴的壮美前景催人奋进。 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 在中共辽宁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牢记使

命， 扛起重任， 励精图治， 发奋图强， 坚忍不

拔， 坚持不懈，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

现辽宁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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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及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同意大

会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会

议决定， 批准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向大会提交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请予审

议，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同志提出

意见。

一、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 年， 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面落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号 （总第 ２５３ 期） ２３　　　

实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 “三个推进”， 认

真执行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批准的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扎实

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

险各项工作， 经济运行呈现筑底企稳、 稳中向

好的态势， 发展质量和效益逐步提高， 社会大

局保持稳定，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 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初步核算，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４ ２％， 其中， 一二三次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３ ６％、 ３ ２％和 ５％。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１３８０７ ２０ 亿元， 固定资产

投资 完 成 ６４４４ ７０ 亿 元， 进 出 口 总 额 实 现

６７３７ ４０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８ ６％，

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

５％和 ５ ６％。 金融物价运行平稳， 潜在风险得

到有效管控。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 “三去

一降一补” 五大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 全年关

闭退出小煤矿 １８５ 处、 化解产能 １０２０ 万吨， 清

理 “地条钢” 生产企业 ６６ 户； 企业通过资本市

场股权融资 ３９５ 亿元， 债券融资 ９８６ 亿元； 取消

调整收费政策 ３８ 项， 减轻社会负担 ４２ ７０ 亿元。

重大项目建设稳步实施， 京沈客专辽宁段、 红

沿河核电二期、 抚顺清原抽水蓄能电站、 大连

英特尔存储器、 华晨宝马 Ｘ３、 抚矿中机热电等

一批拉动力强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中俄原油

管道二线全线贯通。 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推进，

出台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三年攻坚 （行动）

计划。

（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深化。

设立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开展营商环境建

设年， 制定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 加快

“信用辽宁” 建设。 “放管服” 改革全面推进，

全年取消调整行政职权 ３１５ 项， 核发 “多证合

一” 营业执照 ３３ 万户。 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

大， 驻辽央企、 省属企业 “三供一业” 分离移

交协议签订率分别达到 ９８％和 ９６％， 处置 “僵

尸企业” １１６ 户。 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全年新登

记各类市场主体 ６２ ９０ 万户。 农村、 投资、 电力

等领域改革不断推进。

（四）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全年粮食产量

４２７ 亿斤， 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１１９ 万亩， 实施作

物轮作 １００ 万亩，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

高。 全面落实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辽宁行动纲要》，

完成 ２８ 项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试点示范项目，

高端装备制造业占装备制造业比重达 １８％。 新

兴产业加快发展， 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产

量分别增长 １６ ７％和 １６ ５％。 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三年倍增计划，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２５８０ 家。

服务业稳步发展， 公路货运量增长 ３ ９％， 铁路

货运量增长 ９ ３％， 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３ ２％，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７１ ５％， 邮政业务总量增长

２５ ４％， 旅游业总收入增长 １２ ２％。

（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积极推

进产业技术创新， 攻克关键技术 ２０８ 项， 开发

重点产品及关键部件 ３２９ 个， 全省登记技术合

同成交额 ４０９ 亿元， 增长 ２０％。 制订沈大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积极推进沈阳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东北科技大市场正式挂牌

营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速推进， 新增众创

空间 ６８ 个， 入驻企业和团队增长 ６０％， 建成创

业孵化基地 ３６１ 个， 入孵企业 １ ４０ 万户、 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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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９ ９０ 万人， 新建 １５ 家省级 “双创” 示范

基地。 全省万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７ ５ 件。

（六） 扩大开放合作拓展新空间。 融入 “一

带一路” 建设步伐加快， 辽宁至欧洲三条大通

道全部运营， “辽满欧” 大通道已开通大连港、

营口港至欧洲的 １４ 条中欧国际集装箱班线。

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开局良好， 制订自贸区三

年滚动工作计划， 出台 １９９ 条支持政策， 复制

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 ９９ 项， 形成 １３ 个全国首

创案例， 推进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建设， 新

增注册企业 ２ ２０ 万户， 注册资本 ３１３１ ９０ 亿

元。 对口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制定苏辽、 京

沈、 沪连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积极推进产业合

作、 园区合作、 项目引进、 人才培养。 全年引

进国内实际到位资金增长 ４２ ７％， 实际利用外

资增长 ７７％。

（七） 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蓝天工程强力

推进， 全年共拆除燃煤小锅炉 ６９６８ 台， 淘汰黄

标车及老旧车辆 １４ ５０ 万辆； 碧水工程全力推

进， 全面推行河长制， 开展流域治理， ７２ 个省

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实现集中污水处理； 净土

工程有序推进，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生态建设持续加

强， 制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建

成国家级生态乡镇 １６３ 个、 生态村 ８ 个； 青山

工程稳步推进， 全省完成人工造林 １３０ 万亩，

封山育林 ８３ 万亩。 节能减排成效明显， 污染

减排取得积极进展， 大气、 水环境质量不断

改善。

（八）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脱贫攻坚扎

实推进， 全年实现 ２５ ３０ 万人脱贫， ５６６ 个贫

困村销号， ４ 个省级贫困县摘帽。 就业保持稳

定，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４４ ８０ 万人， 城镇登记

失业率 ３ ８％。 社会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退休

人员养老金增长 ５ ５％， 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分

别提高 ６ ７％和 １０％。 改造棚户区 １０ １０ 万套，

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达到 ９７ ６％。 社会事业不

断发展，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达到 ６８％，

２４ ２０ 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当地

义务教育。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积极推进全民

健身。 健康辽宁建设全面推进， 建设各类医联

体 ２４０ 余个， 沈阳、 大连等 １０ 个城市 ２９８ 家医

院同时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全部取消药品

加成。

二、 ２０１８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２０１８ 年， 全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安排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紧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持之以恒落实新发

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 “三个推进”， 加快推进

“一带五基地” 建设， 深入实施 “五大区域发展

战略”，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

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 调

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

按照上述要求，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安排如下：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６ ５％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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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０％，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５％， 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份额

不减，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３％左右。

———创新驱动全面推进。 全省研发经费支

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２ ０％， 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 ７ ８ 件。

———民生福祉继续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新增城镇就业 ４１ 万人， 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５％以内。

———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 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３ ２％，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 ３ ８９％， 能源消费增量控制在

７１０ 万吨标准煤以内， 空气质量稳步提高， 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进一步减少。

三、 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 抢抓重大发展机遇， 促进新一轮全面

振兴。 加快落实各项振兴举措， 落实好中发 ７

号文件、 国发 ６２ 号文件精神， 继续落实好三年

滚动计划， 加快推进 “一带五基地” 建设， 出

台 《辽宁省 “一带五基地” 建设框架实施方

案》， 全面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 沈阳经济区、

突破辽西北、 沈抚新区和县域经济 “五大区域

发展战略” 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深化区域合作，

继续抓好辽宁与江苏、 沈阳与北京、 大连与上

海对口合作方案落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制

定实施 《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 持续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 五大任

务， 建立健全取缔 “地条钢” 长效机制， 关闭

年产 ３０ 万吨以下煤矿 ２５ 个， 去产能 ３６１ 万吨；

坚持分类调控、 因城因地施策， 重点推动县城

房地产去库存； 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 加大补短板投入力度， 保障民生

等重点领域支出。 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调减非

优势区玉米 ６０ 万亩， 加快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建

设， 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农业品

牌建设。 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优化， 落实工业八

大门类产业发展政策， 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

业三年滚动计划， 大力发展储能装备、 增材制

造、 燃气轮机等先进装备制造业， 加快精细化

工产业发展， 加快新材料推广应用， 做优做强

消费品工业。 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改造提升

传统服务业，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抓好金融、

商贸流通等十大重点领域改革。

（三） 多措并举抓发展， 推进经济平稳增

长。 抓好有效投资， 继续实施省领导定点联系

项目制度， 扎实推进全省 ２００ 个重点项目， 做

好项目谋划和储备， 加强与央企战略性合作。

大力推进大连恒力石化、 兵器华锦石化改扩建、

铁岭生物燃料乙醇等重大产业项目， 京沈客专

辽宁段、 铁岭至本溪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力争

中石油辽化改造项目、 阜新至科尔沁、 葫芦岛

至宽邦等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 推动消费

升级， 释放重点领域消费潜力， 持续推进 “十

大扩消费行动”， 发展电子商务， 加快零售业转

型升级， 加快培育养老、 信息、 健康、 文化、

体育等消费增长点。 积极扩大出口， 落实各项

鼓励出口政策， 推广 “互联网＋外贸” 服务新模

式， 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 加强与军贸

企业合作。 有效防控重大风险， 严厉打击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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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确保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 落实政府债务化解三年行动方案，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 确保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

（四）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增强经济发展内

生动力。 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 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健全完善清单体系和管理制度， 继续深化和完

善 “多证合一” 改革， 开展 “证照分离” 改革

试点。 深化国企改革，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 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 推进国有

“僵尸企业” 处置。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落实好

环保税和资源税等税收制度改革， 改革和完善

县乡财政体制。 深化金融改革， 扩大金融业双

向开放。 加快电力体制改革， 推进增量配电、

售电侧和辅助服务市场改革。 推进 “事转企”

改革， 加快推进省旅游、 辽勤、 体育、 健康、

担保等集团组建。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进一步

放宽民间资本准入行业和领域， 加大民营企业

培育力度。

（五） 大力促进创新驱动， 激发经济发展新

动能。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支持一批重大科技

项目， 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技术， 研发一批重点

产品， 开展一批重大政企产学研用合作， 促进

一批科技成果在辽宁转移转化。 加快各类创新

平台建设， 全力推进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 开展 “高新区建设年” 活动。 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新建一批省级 “双创” 示范基

地， 成立全省众创空间 （孵化器） 联盟。 大力

实施人才工程， 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政策， 弘扬

工匠精神， 打造一批 “辽宁工匠”。

（六） 坚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促进开放

型经济发展。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加

强港口、 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动建立沿海经济带中国－中东欧 “１６＋１” 经

贸合作示范区。 推动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

全面突破， 高标准对接国际贸易规则， 加快国

际贸易 “单一窗口” 建设， 达到国家标准版

水平。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减少外资准入限

制， 营造公平宽松营商环境， 加强专题招商

和产业链招商， 全年引进国内外资金增长

１５％左右。

（七） 扎实推进绿色发展， 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煤改电、

煤改气， 严控秸秆焚烧， 推进城镇污水厂提标

改造和配套管网建设、 黑臭水体整治、 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加强饮用水

源地保护， 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有机农业

基地建设等示范工程。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深化河长制度，

推进辽河、 凌河治理保护， 组织实施 “蓝色海

湾” 整治修复工程。 扎实推进节能减排， 搞好

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抓好全省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

（八）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增强人民

获得感。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确保

实现 １５ 万人脱贫、 ５００ 个贫困村销号、 ６ 个省级

贫困县摘帽。 实施城乡居民和各类群体收入三

年行动计划， 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实

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 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援助， 落实就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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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两项基本就业援助政策， 多渠道转移农村

劳动力就业。 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加快社

保制度改革， 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供养标准平

均提高 ５％以上。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加快学前

教育普惠、 义务教育均衡、 普通高中优质特色、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推进

健康辽宁建设，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强

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水平； 加快文化事业发展， 推进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加

强社会综合治理， 持续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 有效防控各类风险隐患， 全面实施食品

安全战略，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维护社会

稳定。

各位代表， 实现 ２０１８ 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 责任重大、 任务繁重、 使命光荣。 我们

决心按照本次会议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

个自信”， 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 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实现全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计划和

预算审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范国增

主席团各位成员：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以及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计划和

预算审查委员会结合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对计

划报告和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现将审查结果报

告如下：

一、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认为， ２０１７ 年，

省人民政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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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委的部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 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 “三个

推进”， 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经济运行呈现出

筑底企稳、 稳中向好的态势。 改革不断深化，

开放继续扩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但我省经济发展还存在不

少问题和困难： 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然不牢，

部分指标未能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 产业结构

调整进展不快， 民间投资乏力， 重大项目储备

不多， 创新能力不强， 科技研发投入不足， 营

商环境仍需持续改善， 各类风险防控压力较大，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很突出， 与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这些问

题需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认为， 省人民

政府提出的计划报告和 ２０１８ 年计划草案体现了

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思路清晰， 任务明确， 主要目标

和工作安排总体可行， 符合辽宁实际。 建议批

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认为， ２０１８ 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

革开放 ４０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一年。 为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等各项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计划和预算审查

委员会建议：

（一） 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

动工作。 树立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理念， 推动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加快推进高

质量发展。 全省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打破

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

公共服务、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 环境保护中

的作用。 坚持求真务实， 久久为功， 保持战略

定力， 发扬钉钉子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向前

迈进。

（二）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全面落实 “三去一降一补”

五大任务，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加快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 推进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认真贯彻落实 《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打

造发展环境最优省份。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 保护民营企业自主经营权和合法财

产所有权，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以高水平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深入推进辽

宁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加速改革成果推广落

地。 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努力引进高质量

项目。 坚持招才引智， 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

给予政策支持。

（三） 深入推进创新驱动。 以加快建设创新

型省份为目标，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强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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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地位。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大成果

处置、 收益分配、 股权激励等政策落实力度。

切实增加科技研发投入，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

大突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提高

对金融创新重要性的认识， 加快发展金融创新

业务。 着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健

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 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

股权融资比重。 以创新实现发展方式和动力的

转变， 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 运用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 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四）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坚持有效防控

各种风险， 强化地方金融、 政府债务、 企业债

务、 养老金发放等领域风险隐患的应对措施，

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底线。 在

精准脱贫方面， 向深度贫困地区发力， 瞄准特

定贫困群众，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实现可

持续稳固脱贫。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持续推进

蓝天、 碧水、 青山、 净土和农村环境治理工程，

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坚决遏制破坏生态行为。

（五） 全面落实各项重大战略部署。 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 “一带五

基地” 建设。 加快实施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 城乡、 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把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 “三农” 工作的重要抓手， 促进

资本、 技术、 人才向乡村流动。 深度推进军民

融合、 央地融合， 充分发挥我省的比较优势，

加快培育新动能。

（六） 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努力解决好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 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推进重点群体就

业创业。 全面实施 《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和各类

群体收入增长三年行动计划》， 千方百计提高居

民收入水平。 加快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和服务水平， 推动文化体育

事业蓬勃发展， 切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围绕

养老、 住房、 帮困等方面办好民生实事， 进一

步兜好民生底线。

以上报告， 请予审议。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的决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及辽

宁省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 同意大会计划和预算审



　 ３０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决定， 批准 《关

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 批准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省本级预算。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辽宁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现将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财

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

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并请省政

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 落实省人大预算审查决议情况

１ 积极培育壮大财源， 助推经济稳定增长。

进一步巩固做实财政收入成果， 建立财税

部门运行分析联席会议制度， 切实做到依法征

收、 应收尽收。 ２０１７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幅超过年初预算 ３ 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 年全省

共有 ７０ 万户纳税人纳入 “营改增” 试点范围，

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 ２２５ ３０ 亿元； 取消、 停征

及调整收费政策 ３８ 项， 当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

担 ４２ ７０ 亿元。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对我省更多的

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２０１７ 年中央下达我省转

移支付资金 １９９２ ４０ 亿元， 增长 ５ ９％。

２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优先保障基本民生。

落实预算法有关规定， 坚持 “先生活、 后

生产” 原则， 对全省 ２０１７ 年支出预算逐项梳理

分析， 统筹资金用于保障工资和养老金发放等

基本民生支出。 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２０１７ 年

全省财政重点民生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７７ １％。

全省用财政拨款安排的 “三公” 经费实际支出

同比下降 ２１ ７％。

３ 强化风险防控， 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从严控制债务增量， 积极化解存量债务，

稳妥推进置换债券发行， 全省政府性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 通过盘活资产、 组建企业集团等措

施化解政府性债务 １４８２ 亿元， 全省发行置换

债券 ２３０５ 亿元。 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力度， 制定全省企业养老金保发放预案， 确保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２０１７ 年全省筹集企业养

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７１４ ９０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２２％。 积极向下倾斜财力， 缓解县级财政运

行困难。

４ 加强财政管理， 提高财政运行效能。

有序推进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省级统管

改革。 提高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

标准， 简化政府采购工作流程。 支持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和转型发展。 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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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报告编报工作。 制定辽宁省预算安排管理

规定， 明确 “先生活、 后生产” 的财政支出保

障顺序。 认真贯彻预算法， 提高预算执行约束

力， 严禁无预算或者超预算安排支出。

５ 强化预算监督， 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创新财政监管机制， 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

务、 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和基层财政运行情况的

监控和督导。 建立财政与人大有关部委联动机

制。 推动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 加大

国务院督查组、 审计部门、 财政部驻辽专员办

等查出问题的整改力度， 依法对预算违法违规

行为严格追责问责。

（二） ２０１７ 年预算收支情况

１ 一般公共预算。

根据财政收支快报统计 （下同）， ２０１７ 年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３９０ ２０ 亿元， 为预算的

１０３ ５％， 增长 ８ ６％。 加上中央财政各项补助收

入 ２３１５ ４０ 亿元、 调入资金 ６７１ １０ 亿元、 地方

政府债券收入 １４１２ ７０ 亿元、 上年结余收入

３３６ １０ 亿元， 总收入合计为 ７１２５ ５０ 亿元。 全

省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４８４２ ９０ 亿 元， 增 长

５ ８％。 加上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７７ 亿元、 调出资

金 ３７８ ８０ 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 １３８６ ９０ 亿元、

结转下年支出 ４３９ ９０ 亿元， 总支出合计为

７１２５ ５０ 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８ ２０ 亿元， 为预

算的 １０８％， 增长 １３％。 加上中央财政各项补助

收入 ２１２４ ３０ 亿元、 市财政上解省财政收入

４３６ ８０ 亿元、 调入资金 ２４５ 亿元、 地方政府债

券收入 １０５９ 亿元、 上年结余收入 ３９ ２０ 亿元，

总收入合计为 ３９９２ ５０ 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７６０ ３０ 亿元， 增长 １４ ５％。 加上上解中

央财政支出 ５３ １０ 亿元、 省对下转移性支出

１８６５ 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 ３５ ６０ 亿元、 转贷地

方政府债券支出 １０２４ ７０ 亿元、 调出资金 １６０ 亿

元、 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专项支出 ９３ ８０ 亿元， 总

支出合计为 ３９９２ ５０ 亿元。

２０１７ 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具体执行

情况如下：

省本级税收收入 １５ ５０ 亿元， 为预算的

１０５％。 非税收入 ７２ ７０ 亿元， 为预算的 １０８ ７％。

省本级支出 ７６０ ３０ 亿元， 增长 １４ ５％。 其

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３１１ ６０ 亿元， 教育支

出 １０４ １０ 亿元， 交通运输支出 ９１ ４０ 亿元， 公

共安全支出 ４５ ５０ 亿元， 农林水支出 ３８ ９０ 亿

元，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３７ ４０ 亿元， 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支出 ２５ ６０ 亿元， 科学技术支出 １９ ５０

亿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８ ５０ 亿元， 节能环

保支出 ５ ４０ 亿元。

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７１１ ５０ 亿元， 为预算

的 ９３ ７％， 下降 １ ６％， 主要是我省高速公路通

行费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不再纳入基金管理，

以及 ２０１７ 年按国家要求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收入改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影

响。 加上中央财政各项补助收入 ２６ ２０ 亿元、 债

务收入 ８９２ ４０ 亿元、 上年结余收入 １３５ ６０ 亿

元、 调入资金 ３ 亿元， 总收入合计为 １７６８ ７０ 亿

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６８２ ９０ 亿元， 下降

７ ６％。 加上债务还本支出 ８１９ ６０ 亿元、 调出资

金 ９４ ２０ 亿元、 结转下年支出 １７２ 亿元， 总支出

合计为 １７６８ ７０ 亿元。



　 ３２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１９ ３０ 亿元， 为预算

的 １００ ２％， 下降 ７６ ４％， 主要是我省高速公路

通行费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不再纳入基金管理

等因素影响。 加上中央财政各项补助收入 ２１ ４０

亿元、 债务收入 ６００ ７０ 亿元、 下级上解收入

０ ０３０ 亿元、 上年结余收入 １１ ４０ 亿元， 总收入

合计为 ６５２ ８０ 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１９ ８０ 亿元， 下降 ７０％。 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２０ ９０ 亿元、 债务转贷支出 ６００ ７０ 亿元、 调出

资金 ４ ９０ 亿元、 结转下年支出 ６ ５０ 亿元， 总支

出合计为 ６５２ ８０ 亿元。

３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２０ ３０ 亿元，

为预算的 １０１％， 增长 ３１％。 加上上年结余收入

４ ６０ 亿元、 上级补助收入 １７ ７０ 亿元， 总收入

合计为 ４２ ６０ 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２６ ８０ 亿元， 增长 １３ ３％， 加上省对下转移

性支出 １４ ６０ 亿元、 结转下年支出 １ ２０ 亿元，

总支出合计为 ４２ ６０ 亿元。

４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８３６ ９０ 亿元， 增长

２３ 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３２０８ ５０ 亿元，

增长 ２９ ３％。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３７２ ９０ 亿元， 增

长 １１ ２％。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４１６ ５０ 亿

元， 增长 ２５ ８％。

（三） ２０１７ 年主要财政政策落实情况

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财政支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 支持化解煤炭过剩

产能 １０２０ 万吨， 继续贯彻落实化解房地产库存

和降低企业杠杆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积极争

取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

补助资金， 减轻企业负担。 将省属高校财政拨

款从投入型转变为绩效型， 引导高校动态调整

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结构， 促进人才科技供需

协调发展。 推进财政科研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

方式改革， 加大简政放权和激励力度。

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支持优质粮食工程、

“粮安工程” 建设。 支持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１１９

万亩。 支持完成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 １２８

万亩。 重点支持辽西北供水等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 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 落实惠农补助政

策。 支持小型农田水利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等

项目建设。 充分发挥农业信贷担保资金的作用，

受益农户 ５０００ 余户。

促进教育科技事业发展。 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 确保 ５９００ 所学校正常运转。

改造农村校舍 ２６０ 所。 扩大农村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 支持教育脱贫攻坚。 支持职业教育发

展， 推动高水平高职院校和特色专业群建设。

支持高校学科建设、 创新创业教育。 充分利用

省产业 （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 支持企业围绕

“八大门类产业” 进行科技攻关、 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等。

支持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支持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路养护。 全省 “一事一议”

村内道路建设完成 ６２８８ 公里， ３００ 个美丽乡村

示范村重点项目建设全部完成。 两年累计选择

４００ 个行政村开展了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工作。 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政策。 制

定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 沈阳经济区、 突破辽

西北、 沈抚新区和县域经济发展财政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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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巩固已有退耕还林、

退耕还湿还草成果， 促进全省环境质量改善。

大力支持淘汰燃煤小锅炉。 完善河流断面水

质污染补偿机制， 支持大伙房水源综合治理。

支持开展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污

染突出问题场地环境风险管控。 支持全省地

质勘查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积极争取中央

补助， 保持对资源枯竭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不

减。 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地区的转移支付支

持力度。

加大民生投入力度。 推动全省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提高全省企业、 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城乡居民医保财

政补助由每人每年 ４２０ 元提高到 ４５０ 元； 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４５ 元提高

到 ５０ 元； 城市低保标准平均提高 ６ ７％， 农村

低保标准平均提高 １０％； 独生子女伤残和死亡

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２７０ 元和 ３４０ 元

分别提高到 ４００ 元和 ５００ 元。 确保零就业家庭动

态为零。 加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投入力度。 继

续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 以

及全省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落实成品油价格调整财政补贴政策。

（四） ２０１７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国务院批准我省 ２０１７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为 ９４００ ７０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全省发行政府置换债

券 ２３０５ 亿元。 初步统计， ２０１７ 年末全省政府债

务总额 ６７６７ 亿元。

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

２０１８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中央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 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落实新发展理念， 以

高质量发展为核心，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减轻企业负

担， 培植壮大财源；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合理

安排一般性支出， 坚持财政公共性和普惠性，

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特别要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攻

坚战；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 逐步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

均衡的省以下财政关系；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

（一） ２０１８ 年财政收支政策

１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综合运用财政专项资金、 产业 （创业） 投

资引导基金、 国有资本收益等资金， 大力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提升

发展质量， 继续做好 “三去一降一补” 相关财

政工作。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工业互联

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新动能培育和经济转型升级。 支持科技创

新， 落实财政科研项目资金后补助办法。 继续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进一步为企业发展减负。

２ 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加强政府性债务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

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保障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 积极稳妥推进化债工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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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度化债目标。 严堵违法违规举债的 “后

门”， 开好合法合规举债的 “前门”。 加大各级

财政对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 用好养

老保险风险基金， 多渠道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 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规范基层财政管

理， 防范基层财政运行风险。

３ 支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继续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完善有关转

移支付分配办法， 加大倾斜力度， 确保扶贫增

量资金重点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支持产业脱贫、

教育脱贫、 健康脱贫、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兜底脱贫， 通过保底加分红模式建立脱贫长效

机制。 培育壮大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 继续

支持农村危房改造。

４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以淘汰燃煤小锅

炉奖补为重点， 支持大气污染防治， 打赢蓝天

保卫战。 支持水污染防治。 稳步推进全省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和突出问题场地土壤修复。 大力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落实好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政策和大伙房水源退耕还河还湿补

偿政策。 支持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退耕还

湿、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

５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

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推动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 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

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完善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机制和粮食储备机制。 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加强灾后水

利薄弱环节建设。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建设 ４５００ 公里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和 ３００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新增 ２００ 个扶持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试点村。 推进 “四好农村路” 建设。

加快推进辽宁特色乡镇发展。

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完善相关财税政策， 努力缩小地区间基本

公共服务差异， 促进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下沉财力， 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 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财政政策体系。 落实新一轮振兴战略

各项财政政策， 支持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 沈

阳经济区、 突破辽西北、 沈抚新区和县域经济

三年行动计划。 支持扩大开放。 支持辽宁自贸

区建设。

７ 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促发展与惠民生相结合， 完善制度政

策， 增加基本民生保障投入。 完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 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支持高等教

育转型和提质发展。 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

创业。 确保企业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 推动和

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完善城

乡居民医保统筹机制， 继续提高财政补助和个

人缴费标准； 推动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全面

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支持全省城市公

立医院完善补偿机制。 支持医疗救助， 构筑民

生底线。 积极、 稳妥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

区改造建设。 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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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化惠民工程。 支持建设平安辽宁。

（二） ２０１８ 年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 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５４５ 亿元， 增长

６ ５％。 其中： 税收收入 １９５４ ７０ 亿元， 增长

７ ９％； 非税收入 ５９０ ３０ 亿元， 增长 ２ １％。 加

上中央财政转移性收入 １８５２ ７０ 亿元、 调入资金

４５２ ６０ 亿元， 收入总量为 ４８５０ ３０ 亿元。 扣除

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７５ ３０ 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

４４ ５０ 亿元， 可供安排支出的规模为 ４７３０ ５０ 亿

元。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７３０ ５０ 亿元， 增

长 １１ ３％。

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４４２ ５０ 亿元， 增长

６ １％。 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３９３７ ２０ 亿元，

增长 １０ ４％。

省本级 （含沈抚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０２ ５０ 亿元。 省本级 （含沈抚新区）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７９３ ３０ 亿元。

省本级 （不含沈抚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９４ ５０ 亿元， 增长 ７ ２％左右， 其中： 税收收

入 １６ ７０ 亿元， 增长 ７ ５％； 非税收入 ７７ ８０ 亿

元， 增长 ７ １％。 加上中央财政转移性收入

１６９５ ９０ 亿元、 市财政上解省财政收入 ４５６ ７０

亿元、 调入资金 １２７ ４０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２３７４ ５０ 亿元。 扣除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５１ ４０ 亿

元、 省对下转移性支出 １５３７ ３０ 亿元、 债务还本

支出 １ ５０ 亿元， 可供安排支出的规模为 ７８４ ３０

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８４ ３０ 亿元，

比上年预算增长 １４ ４％。 主要支出事项是： 公

共安全支出 ７６ ２０ 亿元、 教育支出 １１１ １０ 亿

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４９ ８０ 亿元、 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２３ ５０ 亿元、 农林水支出

９ ５０ 亿元、 交通运输支出 ８０ ８０ 亿元、 金融支

出 ３３ ４０ 亿元、 住房保障支出 １４ ８０ 亿元、 其

他支出 ６４ ９０ 亿元。

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７３７ ６０ 亿元， 增长

３ ７％。 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７４７ ２０ 亿元， 下

降 ３ ６％。

各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７０８ ５０ 亿元， 增长

２ ４％。 各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７２３ ５０ 亿元， 下

降 ４ ６％。

省本级 （含沈抚新区） 政府性基金收入

２９ １０ 亿元。 省本级 （含沈抚新区） 政府性基金

支出 ２３ ７０ 亿元。

省本级 （不含沈抚新区） 政府性基金收入

１７ ６０ 亿元， 下降 ９ １％。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 １２ ２０ 亿元， 比上年预算下降 ２４ ３％。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６２ ５０ 亿元， 下

降 ２４ ４％。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８１ ４０

亿元， 增长 ６３ ２％。

各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３７ ４０ 亿元， 下

降 ４０ １％。 各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５５ ６０

亿元， 增长 １１６ １％。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２５ １０ 亿元，

增长 ２３ ９％。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２５ ８０ 亿元， 比上年预算增长 ６ ９％。

４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汇总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８０８ ４０ 亿元，

下降 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３４４６ ８０ 亿



　 ３６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元， 增长 ７ ４％。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３７７ １０ 亿元， 增

长 １ １％。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４５５ １０ 亿

元， 增长 ９ ３％。

三、 切实做好 ２０１８ 年财政工作

（一） 加快推进财税改革

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进一步优化县级对乡镇

财政管理体制， 完善 “乡财乡用县监管” 管理

方式改革， 扩大乡镇财政管理自主权。 落实国

家出台的增值税等税制改革政策。 强化项目预

算审核机制。 深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健全专

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 严格执行预

算公开相关规定。

（二） 提高预算执行效能

加强收入征管， 强化收入调度分析， 进一

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严格执行经同级人大审

查批准的预算。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严格执行

国库集中支付、 政府采购和公务卡制度， 规范

财政专户资金管理。 加强财政库款管理。 进一

步扩大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范围。 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试点。

（三） 加强财政监督监察

健全以结果导向配置公共资源的绩效管

理机制， 加强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 执行、

监督有机结合， 稳步提高绩效评价质量， 不

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持续加大养老保

险资金、 转移支付资金、 扶贫领域资金等重

点领域监督检查和财政监察工作力度， 加强

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 强化财政的

指导和服务。

（四） 进一步夯实财政管理基础

规范理财程序， 努力实现财政管理和资金

运行权责明确、 程序规范、 监督有力。 增强政

策研究能力， 用好用足国家政策。 加强会计人

才选拔和培养。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重大财

政事项和大额资金使用集体研究决定。 加强典

型引导和警示教育， 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财政

干部队伍。 完善财政业务流程， 狠抓制度执行，

有效防范业务风险和廉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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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范国增

主席团各位成员：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以及

辽宁省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

会结合省本级部门预算的审查情况， 并根据各

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

了审查。 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认为， ２０１７ 年，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税部门， 面对复杂的财政经济

形势， 全面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和辽宁省委的各

项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八次会议关于预算的决议，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 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和 “四个着力” “三

个推进”， 依法组织财政收入， 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实现了 ８ ６％的增长。 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

革， 不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 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较好， 有效发挥了财政对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的保障作用。 同时， 在预算执行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和困难， 主要是： 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基层财政民生保障和债

务风险防控压力加大； 部分项目预算执行进度较

慢，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

准度有待提高等。 对此， 省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

视， 切实加以解决。

二、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认为， 省人民

政府提出的 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体现了党的十九大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预算收入安排比较积极， 充分考虑了我省经济

发展预期目标等因素， 支出预算安排体现了

“先生活、 后生产” 原则， 加大了对重点领域改

革和基本民生的保障力度。 草案报表体系进一

步完善， 预算编制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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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草案符合预算法规定， 是可行的。 计划和预

算审查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辽宁省 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 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２０１８ 年省本级预算

草案。

三、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认为， ２０１８ 年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

放 ４０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

年， 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服务好我省新一

轮振兴， 推动高质量发展， 意义重大。 为圆满

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提

出如下建议：

（一） 认真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统筹

保障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 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民生、 生态环

境等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落实 “三去一降一补” 五大任务， 切实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积极

培育壮大财源。 强化创新驱动， 加大科技研发

投入力度， 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切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财力支持。 积极支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二） 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保障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 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

切实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 坚持

标本兼治， 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完善

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机制。 依法强化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 积极化解存量债务， 坚决制止并

严厉查处违法举债行为。 妥善化解养老金支付

风险， 统筹财力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切

实提高基层财政基本财力保障能力， 确保基层

财政平稳运行。

（三）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进一步提高预算

编制水平。 严格贯彻落实预算法， 切实提高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度。 完善中期财政规划

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提

高项目库管理水平， 增强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

导作用。 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提高

编制水平。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扩大一

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促进地区间协调

发展。 进一步完善预算公开制度， 提高预算

透明度。

（四）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着力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牢固树立财政支出绩效观， 切实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 执行和监督

全过程， 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强化绩

效目标管理， 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健

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目标、 资金使用效果挂钩的

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国库库款、 预算执行管理，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完善产业 （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制度， 确

保基金高效、 规范运作， 定期向省人大常委会

报告基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五） 加强预算执行监督， 严肃财经纪律。

严格执行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 切实硬

化预算约束。 健全财政监督机制， 加大财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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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度。 认真按照省委要求， 积极落实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推进地方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

部署， 加快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 推动预算

审查监督工作提质增效。 继续加大对重点领域

和项目的审计监督力度， 巩固审计监督成果，

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审计查出问题和整改落实

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以上报告， 请予审议。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大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维所作的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省人大常委会要

在省委的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切实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开拓创新、 奋发有为， 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

轮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曾　 维

各位代表：

我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托， 向大会报

告五年来的主要工作， 请予审议。

一、 过去五年工作的回顾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五年， 是极不平

常的五年。 省人大常委会在省委的领导下， 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觉落实党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决策部署， 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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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坚持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较好地完成了本届任期的工作任务。

（一） 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定不移把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常委会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

把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 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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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坚持人大工作的

正确政治方向。 常委会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和

政治鉴别力， 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永葆政治

本色。 特别是经历了严肃查处辽宁省系统性拉

票贿选问题的考验和洗礼之后， 常委会进一步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

省委各项要求， 确保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创制性

安排的有效实施， 确保了党中央及省委人事意

图的顺利实现， 确保了依法履职迈上新台阶，

确保了机关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特别是高质量

完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的重大政治任务的服务保

障工作， 得到各方高度评价， 充分展现了干部

作风转变的成果。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全力做好辽宁

省系统性拉票贿选问题查处相关工作。 按照党

中央决定要求， 落实省委具体安排， 精心组织，

积极配合， 依法做好代表的罢免、 辞职和补选

工作；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成立省十

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 代行省人大常委会

部分职权； 加开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 补选

常委会委员和通过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召开

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 补选国家机关领导人

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全面实现党中央及省委人

事意图， 集中展现政治生态修复的成果； 主动

作为， 勇于担当， 加强机关干部的思想政治工

作， 做到机关工作不断、 秩序不乱、 人心不散；

深刻汲取沉痛教训， 深入剖析问题发生原因，

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警示教育， 使常委会组成

人员、 人大代表和人大机关干部普遍受到刻骨

铭心的思想洗礼、 党性锻炼和法纪教育， 有力

促进了政治生态好转。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依法行使任免权

相统一， 确保党委人事意图的顺利实现。 五年

来， 常委会认真履行人事任免职责， 共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６６８ 人次， 组织国家工作人员

宪法宣誓 １６８ 人次。 特别是查处辽宁省系统性

拉票贿选问题之后， 常委会深刻汲取教训， 高

度重视任免工作， 每次任免干部前常委会党组

都召开专门会议统一思想、 周密安排、 保障落

实， 实现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依法行使任免权

的高度统一， 得到省委的充分肯定。

严格依法办事， 认真做好地方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 常委会将做好地方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提出了做好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的意见； 设立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

会议， 明确相关职责； 举办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培训班， 提升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召

开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 对人大换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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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工作提出要求， 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

有序。

（二） 完善立法机制， 提高立法质量五年

来， 常委会共制定、 修改、 废止省本级地方性

法规 １３９ 件， 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和自治

县的单行条例 １３６ 件

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重要立法项目、 重大立

法问题及时向省委汇报， 认真组织落实省委提

出的立法意见。 科学编制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

立法计划， 稳妥把握立法项目调整， 调整后的

立法项目基本完成。 拓宽民主立法渠道， 建立

立法专家顾问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探索代

表参与立法工作新途径。 坚持法制统一， 严格

遵守法定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 确保地方立

法的合法性。 依法赋予 ９ 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

权， 实现全省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全覆

盖。 加强和改进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县

单行条例审查批准工作。 创新备案审查机制，

实现对规范性文件初审全覆盖。

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确保改革措

施于法有据。 ６ 次集中清理与改革决策不相符的

法规 ８０ 件、 废止 ５ 件， 推进政府简政放权、 转

变职能。 及时通过东北地区首部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 解决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 全力打造

公平公正的营商法治环境。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确保国家重大生育政策调整顺利

实施。

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制定、 修改自主创新、 专利保护、 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法规， 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制

定、 修改安全生产、 渔业管理、 发展旅游、 中

小微企业权益保护、 反走私综合治理的法规，

保障经济社会在法制轨道上良好运行。 制定、

修改公路、 高速公路、 客运和货运车辆管理的

法规， 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修改电信管理条例

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加大对电信、 电力设施

的监管和保护。

回应社会关切， 突出民生领域立法。 制定、

修改城市供热、 物业管理、 养犬管理的法规，

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制定公共安全技术防

范、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的法规， 维护公

共安全。 制定、 修改动物防疫、 生活饮用水卫

生及食品、 农产品、 畜禽产品安全方面的法规，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制定法律援助、 志愿

服务、 见义勇为、 职工劳动权益保障、 企业工

资集体协商的法规， 修改消费者、 老年人、 残

疾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制定学前教育条例， 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围绕建设美丽辽宁， 强化环境保护立法。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 制定、

修改环境保护、 大气污染防治、 水土保持、 东

水济辽工程管理、 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 矿

产资源管理、 机动车污染防治的法规， 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 改进生态环境监管。

（三） 服务振兴大局， 着力增强监督实效

五年来， 常委会共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１００ 项， 组织执法检查 １９ 次、 专题调研 ９４ 次、

专题视察 １４ 次， 开展专题询问 １２ 次， 受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托开展执法检查 １２ 次、 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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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次。

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助力 “三个推进”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代会辽

宁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高质量完成

了优化营商环境、 国有企业改革、 代表 “双联

系”、 乡村旅游、 简政放权、 备案审查、 科技成

果转化、 房地产去库存、 辽西北供水二期配套

工程建设等 ９ 个重点调研项目， 提出了许多可

操作的意见和建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干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

加强重点领域监督， 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

到实处。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听取审议相关工

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持续进行监督检查和

专题调研， 将发现的突出问题以清单形式向政

府反馈。 推进法治辽宁、 平安辽宁建设， 视察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情况， 调研司法和执法

行为规范化、 反贪污贿赂、 社区矫正工作。 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先后两年调研省

法院、 省检察院相关改革工作进展， 跟踪检查

民事执行工作决议的贯彻实施情况。 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连续三年调研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建设情况。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工业经济走出运行低谷。

推进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连续四年跟踪监督旅

游工作， 检查相关法规和决议执行情况， 推动

部分市设立旅游发展机构。 围绕大众创业、 万

众创新，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连续四年跟踪监

督科技创新， 连续两年跟踪监督民营经济发展。

加强预算决算审查监督， 提高监督针对性

和实效性。 深化预算初审工作， 探索建立预算

审查前听取人大代表建议机制， 推进部门预算

编制工作规范化、 科学化、 精细化。 加强预算

执行监督， 连续三年跟踪监督 １６ 户省直一级预

算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 推动预算执行逐步规

范。 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 创新部门预决算

审查监督机制， 不断提高预决算审查监督水平。

加强对政府性债务监督， 审议批准省政府债务

限额， 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

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 听取审议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报告， 探索建立定期报告制度。 充

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听取审议审计和整改报

告， 强化对审计整改的跟踪监督。

加强社会领域监督， 推进民生热点问题解

决。 听取审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报告，

推动解决中低收入群众 “住有所居”。 检查老年

人权益保障和老龄事业发展情况， 督促困扰养

老服务业发展瓶颈问题解决。 连续两年开展食

品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 让人民吃得

放心、 行得安全。 连续四年跟踪监督农村医疗

体系建设， 调研大病医疗保障情况， 督促公立

医院改革等热点问题有效解决。 调研学前教育

发展情况， 推动 “入园难、 入园贵” 的民生难

题解决。 连续两年调研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

伍建设情况， 提出完善政策体系、 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等建议。 视察脱贫攻坚工作， 推动精准

扶贫深入开展。 听取审议辽西地区抗旱救灾情

况报告， 连续三年视察辽西北供水工程建设情

况， 督促跨省跨流域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视

察 “十二届全运会” 筹备情况， 推动全运会各

项工作顺利完成。 开展义务教育、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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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 促进就业、 全民健身、 产品质

量、 宗教事务、 物业管理、 清真食品等法律法

规执法检查， 跟踪监督相关建议和决议落实情

况， 督促民生热点问题解决。 五年来， 共受理

申诉控告 ８０１７ 件，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２７２８１ 件

（９２５１５ 人次）， 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妥

善解决。

加强环境保护监督， 促进优美生态环境建

设。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 多管齐下、 持续

发力， 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力度。 连续

两年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听取审议实

施 “蓝天工程” 情况专项报告并深入持续监督，

推动空气质量各项指标全面达到国家考核标准。

在连续三届持续跟踪监督的基础上， 继续检查

督促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工作， 调

研凌河保护区治理保护情况， 促进治理工作深

入开展。 连续三年听取环境保护工作报告， 监

督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调研国

土执法监察和近海污染防治情况， 视察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检查水土保持、 固体废物污

染、 农业环境和矿产资源保护等法律法规执行

情况， 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展环保督察， 强

化环境污染防治监督。 加强对地下水资源、 土

壤污染防治、 青山保护、 东部山区生态保护、

农村环境改善、 辽西北沙化治理等的监督检查，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连续五年开展环保世纪行

宣传活动， 增强全社会环保意识。

（四） 关注重点问题， 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

定权

五年来， 常委会共依法作出决定决议 ５２

项， 综合运用听取审议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

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 跟踪监督 １５ 项决定决议

落实情况。

推进经济建设。 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决议， 促进科技创新主体的培育、 科研成

果的转化应用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的建

设； 在全国率先作出加强省级以上开发区财政

预算决算审批监督工作的决定， 理顺开发区财

政预决算监督体制； 作出加快旅游业发展和民

营经济发展的决议，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政治建设。 作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

决议， 推动政府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 作出成

立鞍山市第十五届人大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

定， 授权筹备组代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

作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相关决定， 保证县乡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作出调整社

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统筹安排群众

性自治组织的换届选举。 落实省委要求， 起草

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决定、 健全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制度实施方案， 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推进文化建设。 作出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

将 ４ 月 ２３ 日设立为 “辽宁省全民阅读日”， 推

动书香辽宁建设； 作出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的决议， 发展壮大体育产业规模， 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作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议， 加强职业教育工作， 推进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

推进社会建设。 作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

决议，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出促进老龄

事业发展的决议， 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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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决议， 推动

解决农村居民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 作出

加强和改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决议， 促进物业管

理健康发展； 作出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

议， 解决执行中的体制机制性问题； 作出 “七

五” 普法决议， 推进法治辽宁建设。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的决议，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强化施工监查，

确保 “蓝天工程” 治理项目的落实； 作出加强

农村与农业环境保护的决议， 注重源头治理，

增强科技支撑，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作出批准

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

额方案的决议， 保障环境保护税法在我省的贯

彻实施。

（五） 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 提高代表政治

素质和履职能力

五年来， 常委会共办理代表议案 １２１ 件，

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代表建议 ３９ 件， 交办代

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３０６４ 件， 邀请代表列席常

委会会议 ２５７ 人次。

建立完善 “双联系” 工作体系。 出台加强

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和代表联系群众工作

规定， 建立代表双联互动体系， 使 “双联系”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根据常委会会议议题有针

对性地邀请相关代表列席， 注重发挥代表在各

自领域的专业优势， 提高常委会履职质量。 定

期接待、 双向约谈、 走访调研、 民意征询、 会

议座谈等代表联系群众方式日益灵活丰富。

加强代表议案建议督办工作。 发挥省内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优势， 搭建代表议案建议

智库服务平台， 为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提供专业

智力支持。 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初核， 把好议案

建议质量关。 完善代表建议交办制度， 实现代

表议案建议网上全程办理和即时监督。 加强对

议案建议办理工作跟踪检查， 召开专门协调会

议， 增强议案建议办结实效。

全面提高代表履职能力。 开展 “践行总书

记讲话， 做毛丰美式的人民好代表” 主题活动，

组织全省各级人大代表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学习

先进典型， 引导代表努力做到 “民有所呼、 我

有所应”， 提升代表履职意识和履职能力， 活动

取得明显实效， 得到张德江委员长的充分肯定。

加强代表培训工作， 举办代表培训班 ９ 期， 培

训五级人大代表共 １４６６ 人次， 实现代表履职培

训制度化。 加强代表服务保障， 为代表提供相

关履职资料， 组织代表开展视察、 专题调研等

活动， 拓宽知情知政渠道。

多措并举完善代表履职监督管理机制。 修

改完善代表选举、 乡镇人大工作、 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工作等法规， 从立法层面解决基层人

大和代表工作中突出问题。 制定代表履职考评

办法和考评标准， 实现履职考评制度化规范化。

制定代表述职办法， 完善代表履职档案， 推进

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建设。 制定做好新形势下人

大代表工作意见， 加强对代表履职监督管理。

（六） 推进作风转变， 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

建设

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 深刻反思教训， 以

思想政治建设为抓手， 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保障，

以转变工作作风为引领，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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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 “政治坚定、 作风过硬、 工作一流”

的人大干部队伍。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觉运用党的十九

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确保

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一岗双责”， 重新

梳理廉政风险点， 构建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

严肃认真抓好党中央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

则和党内监督条例， 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坚持不懈抓作风

建设， 全面建章立制， 持续推动干部作风转变。

提拔和重用政治坚定、 政绩突出的优秀干部，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形成干事创业良好环

境。 举办诗歌朗诵会、 交响合唱音乐会、 书法

摄影作品展和 “庆双节、 迎盛会” 机关合唱团

汇报演出等 “我的祖国” 系列活动， 激发机关

干部职工爱国情怀。

加强人大理论研究和工作创新。 坚定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自信， 积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推进理论研究、 工作研究

和成果交流， 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提供

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密切与市、 县人大之间

联系， 加强对基层人大工作指导和培训， 提高

人大工作整体水平。

加强人大对外交往工作。 常委会共出访 ２９

个国家， 接待各国来访团组 ３６ 批次、 近 ６００ 人

次； 先后与 ５ 个国家的地方议会签署定期交流

机制协议或者备忘录； 与美国犹他州议会的机

制性交流， 得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和中国驻美国

使馆的充分肯定。

各位代表，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 常委会经

历了重大政治洗礼， 实现了浴火重生， 在服务

振兴大局、 依法履行职权、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 这些成

绩离不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亲切关怀， 离不开

省委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省政府、 省法院、 省

检察院的支持配合， 离不开各级人大代表、 各

级人大常委会的依法履职和密切协作。 在此，

我谨代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 总结五年来的工作情况， 我们

深切地体会到，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必须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 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旗帜鲜明讲政治， 牢固树

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始终在政

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 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确保党通过国家政权机

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必须增强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把人大工作

放到辽宁发展振兴工作大局中去谋划， 确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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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于法有据， 确保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

维护； 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依法行使立法权、

监督权、 决定权、 任免权， 成为全面担负起宪

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 必须提高

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 履职能力和道德修养，

深刻汲取辽宁省系统性拉票贿选问题的沉痛教

训， 加强和改进对人大代表的监督管理， 充分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

道， 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必须加强常委会党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组

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发挥常委会党

组关键作用， 以党的建设引领和带动机关干部

队伍建设。

各位代表，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 我们清醒

地认识到， 常委会的各项工作与全省人民的期

盼还有差距。 在过去一个时期， 辽宁政治生态

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常委会全面加强自身

建设不够， 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有待加强，

实施有效监督有待深入， 决定重大事项有待规

范， 代表履职管理有待完善。 对这些问题， 我

们要高度重视， 痛定思痛、 深刻反思、 汲取教

训， 认真加以解决。

二、 今后一年工作的建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即将选举产生。 ２０１８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

开放 ４０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

“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是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 “两个机关” 和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对人大及人大

代表提出要求的重要一年， 做好今年工作意义

重大。 对今年工作安排，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建议：

———坚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把旗帜

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 自觉坚持党对

人大工作的领导，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

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各项要求在人大

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强化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推进科学立法、 民

主立法、 依法立法， 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

治。 拓宽民主立法途径， 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

制度，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立法工作。 开

展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预算审批监督、 司法

鉴定管理、 自由贸易试验区、 民用建筑节能、

气象灾害防御、 人大街工委等年度立法工作。

加强设区的市和自治县立法能力建设， 健全备

案审查工作机制。

———不断加大监督力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 突出问题导向，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实行正确监督、 有效监督。 改进和创新监督方

式， 逐步深化专题询问， 大力推进预算联网监

督。 听取国有资产管理、 科技成果转化、 对外

开放、 脱贫攻坚、 特色小镇建设、 环境保护、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方面工作情况的报告； 开

展水源保护、 消防安全等方面执法检查和公安

改革、 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视察； 调研农村土

地承包、 文化产业建设、 职业教育发展、 养老

服务体系等方面情况； 关注监察体制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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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依法履行好监督职责。

———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积极推进

决策法治化， 严格执行党中央有关文件及省委

实施方案， 督促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人大报

告。 适时就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

明建设各方面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决议， 增强

决定决议的针对性、 可行性。 加强对决定决议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保证决定决议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 按照建设 “代表机

关” 的要求， 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健全

常委会联系代表、 代表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和网

络平台。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加强代表培训， 强

化对代表的监督管理， 探索建立代表激励和退出

机制。 深入推进 “践行总书记讲话， 做毛丰美式

的人民好代表” 主题活动。 围绕更好发挥代表作

用， 召开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按照建设 “工作

机关” 的要求， 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

始终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党的建设引

领机关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干部队伍， 不断提升人

大工作水平。 加强人大制度宣传和理论研究，

加强与各级人大工作联系和指导， 提升全省人

大工作和建设整体水平。

各位代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

时代。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我们衷心祝愿新一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省委

的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切实

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开拓创新、 奋发有为， 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

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了王振华院长所作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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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学群

各位代表：

现在， 我代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

报告工作， 请予审议，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

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全省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 十八届历次全会及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振兴东北和辽宁发展的

指示要求， 认真落实省委各项决策部署， 认真

执行省十二届人大历次会议决议， 围绕 “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目标，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各

项工作取得了发展和进步。 五年来， 全省法院

受理各类案件 ３５８４４０６ 件， 审结 ３３８０５５０ 件， 同

比上升 ５１ ８４％和 ４１ ８２％。 其中， 省高院受理

６０７５４ 件， 审结 ５４８１９ 件， 同比上升 ５２ ３９％

和 ４１ ７６％。

　 　 一、 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主动服务辽

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始终把法院工作置于振兴发展全局中去定

位， 切实做到聚焦大局、 服务大局、 保障大局。

积极参与平安辽宁建设。 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依法严惩危害

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犯罪 １１５９３９ 人。 依法保障人权， 对 ３１６ 名被告

人宣告无罪。 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建设， 相继开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创

新年” “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大排查” 等专项行

动， 共排查梳理隐患案件 ３７５８ 件， 化解 ３２６７

件， 化解率 ８６ ９％； 评查梳理进京越级访案件

１５１５ 件， 化解 １１８３ 件， 化解率 ７８ １％。 广泛开

展以案释法活动 ９２５８ 次， 增强公众法治观念，

促进全民守法。

依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围绕 “三去

一降一补”， 制定破产审判系列意见， 审理鞍

山一工、 葫芦岛锌厂等破产案件 ４６１ 件， 促进

“僵尸企业” 清理。 全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 刑事案件审判 “三合一” 改革， 审结

７３６３ 件知识产权案件， 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妥善审理涉及土地承包 “三权分置” 等涉

农案件 ６３８７ 件， 助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法审理消费维权案件 ２４０５６ 件， 推动建设公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号 （总第 ２５３ 期） ４９　　　

正、 有序、 诚信的消费环境； 审结行政案件

９２９２２ 件， 向省政府定期通报行政案件审判情

况、 发送司法建议， 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坚定支持国企改革发展。 围绕国有资本做

强做大做优深入调研， 制定工作意见和实施方

案。 严厉惩处涉及国有企业的犯罪 ３６４６ 人， 妥

善处理东北特钢破产重整等涉及国有企业的案

件， 依法加大涉及国企案件的执行力度， 执行

到位金额 ６９ １０ 亿元， 维护国有企业合法权益。

向国资委、 金融机构等部门函送防范法律风险

审判白皮书， 得到最高人民法院、 省委、 省政

府主要领导同志批示肯定。

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认真落实省委、

省人大、 省政府工作要求， 出台 《助力优化营

商环境的实施意见》， 开展 “司法行为规范年”

专项活动， 营造公正、 公开、 规范、 透明的法

治环境。 依法审结 ２１３３０７６ 件民商事案件， 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 其中， 依法审理涉及国家 “一带

一路” 建设和各类海事海商纠纷及涉外案件

２４７４３ 件。 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发布机制，

发布 １８９８００ 余条失信信息， 促进社会诚信

建设。

坚决惩处职务犯罪。 始终保持严惩腐败高

压态势， 审结贪污、 贿赂、 渎职等职务犯罪案

件 ３７４０ 件 ５１０３ 人。 其中， 依法审判河北省原省

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梁滨等省部级干部 ４ 人、

厅局级干部 ３６ 人、 县处级干部 ２７２ 人。 积极参

与追逃追赃工作， 依法审理 “百名红通第一人”

王国强和黎明集团原董事长王宏明等案件。 严

格依法审理我省 “４·３０” 拉票贿选案件， 促进

辽宁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

省委的充分肯定。

二、 认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依法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和审判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作为司法

活动的立足点，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加强民生保障。 积极维护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依法审结婚姻家

庭、 继承抚养等涉民生案件 ３３５５７４ 件， 持续

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 执行标的到位

金额 ２ ６６ 亿元。 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妥善审理涉及扶贫的矛盾纠纷 １５００ 余件。 认

真审理中石油 “７·１６” 起火事故赔偿案等涉

环境资源案件 ６８４ 件， 依法从严惩处破坏资源

和生态环境罪犯 ８２８ 人。 出台办理司法救助案

件实施办法， 扩大救助受惠范围， 减缓免诉讼

费 ７ ０８ 亿元。 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 完善维护军人军属和儿童合法权益工作

常态机制， 省高院连续三年被评为维护国防利

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和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单位。

完善便民举措。 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

当场登记立案率达 ９６％。 建成全省法院集 “实

体诉讼服务大厅、 １２３６８ 诉讼服务热线和网上诉

讼服务平台” 三位一体的 “一站式” 诉讼服务

中心， 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温馨的诉讼服务。

在坚持巡回审判等传统做法的同时， 因地制宜

开展节假日预约办案、 上门办案 ７７８６ 次，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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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 网上庭审、 网上送达 １７７９３ 次。 与省司法

厅在全省法院共同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为当

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辩护等司法服务。

推进司法公开。 积极保障人民群众对法院

工作的知情权、 监督权， 建成审判流程、 裁判

文书、 执行信息、 庭审直播 “四大公开平台”，

在互联网直播庭审 ６２６９ 件、 公布裁判文书

１２３５９００ 余份、 公布执行信息 ９０４２７００ 余条， 公

开案件流程信息 ３１５４２７００ 余条， 点击访问量突

破 ６５００００ 人次， 努力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

现。 全省 １２８ 个法院全部建立新闻发布例会制

度， 召开新闻发布会 ３５５ 次， 组织法院开放日

活动 １５０８ 次， 完善法院微博、 微信和新闻客户

端信息发布机制， 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三、 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不断提高司

法审判水平

面对案件年均增长 １８ ０７％的压力， 围绕

人、 案两个核心要素， 聚焦提高审判质量和

效率。

多措并举， 着力提高审判质效。 全面落实

司法责任制， 发挥审判绩效考评机制的导向作

用， 调动法官办案积极性， 法官人均结案数量

年均增长 ２９ ６９％。 制定 ４８ 项涵盖各类案件的

审判执行流程和裁判标准， 统一裁判尺度和法

律适用。 遴选六批参考性案例， 实施考核奖励，

发挥裁判案例指引作用。 省高院连续三年被评

为全国法院案例工作先进单位。 坚持简案快审、

难案精审， 利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占全部一

审案件的 ６１ ７７％。 全省法院普遍设立诉调对接

中心， 配备人员 ４６０ 人， 聘请 ３８００ 名社会人士

担任特邀调解员。 积极运用互联网提增司法效

能， 构建覆盖各类案件流程的网上办案体系，

科技法庭实现全覆盖。

实施攻坚， 全力破解执行难题。 积极推动

构建党委领导、 政法委协调、 人大监督、 政府

支持、 法院主办、 部门配合、 社会参与的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省高院制定出台 《关

于落实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的工作纲要》。 建成三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 提

升统一指挥、 快速反应、 科技应用能力和水平。

下发增强执行工作强制性的实施意见， 连续开

展执行清案 “百日会战” 等活动， 限制高消费

４８７７５ 人、 罚款 １４９４ 人、 拘留 １６７６０ 人、 判处

拒执犯罪 ３６１ 人。 开通 “点对点” 网络查控系

统， 对接全省 １３５ 家地方金融机构， 查询案

件 ２１１０００ 余件， 冻结 １ ６０ 万笔 ２３ 亿余元涉

诉存 款。 五 年 来， 全 省 法 院 共 执 结 案 件

８１０２７６ 件， 同比上升 ９３ ５３％， 执行到位金

额 ９２７ 亿元。

拓宽渠道， 自觉接受监督。 坚持党对法院

工作的绝对领导， 重大工作情况向省委和省委

政法委报告。 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 坚决落实决议， 认真报告工作， 积极配合

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自觉接受省政协的

民主监督， 认真通报工作情况。 高质量办理代

表委员建议、 提案。 全省法院聘请 ９２８ 名特约

监督员，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旁听庭审、

见证执行。 依法审结提起抗诉的案件 ２７９８ 件。

积极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关系， 探索建立常态

化、 规范化的互动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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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大力破解体制性

机制性难题

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 着力改革体制

机制、 破除利益藩篱， 努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

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 建立司法人员

权力清单制度， 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 确

立合议庭、 法官办案主体地位， 实施 “扁平

化” 管理， 普遍建立 “法官 ＋助理 ＋书记员”

的新型办案团队， 明确审判团队各自责任， 实

现 “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 院庭长

办案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去年 ９ 月以后， 全省

三级法院院庭长审结案件 １８１３０５ 件， 占同期

已结案件总量的 ５８ ７８％。 构建全员全过程的

监督管理机制， 实现放权不放任、 用权受监

督。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全面实施司法责任制后，

全省法院结案 ３８９８７８ 件， 占全年结案总数

的 ４６ ４８％。

基本完成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按照以案定

额、 按岗定员、 总量控制的原则， 经过考试考

核、 遴选委员会把关、 人大任命等程序， 遴选

产生员额法官 ５０８２ 名， 占政法专项编制的

３５ ４３％。 推开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分

类管理， 完成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套改工作。 建

立动态化员额退出机制， 有 ９５ 人退出法官员

额， 免去 １８７ 名入额法官行政领导职务。

统筹推进其他各项改革。 有序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指导全省法院严

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积极推进沈阳、 大

连地区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工作， 整体案件上诉

率为 １ ５９％， １０ 天内审结的案件占认罪认罚案

件的 ３７ ４６％， 当庭宣判案件占认罪认罚案件的

４３ ６％。 扎实开展量刑规范化改革， 基层法院

９０％以上的刑事案件按照量刑规范进行裁判。 制

定毒品犯罪证据规定， 毒品犯罪审判经验在全

国法院推广， 受到表彰。 推进涉诉信访回归法

治轨道解决， 开展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和代

理申诉工作。

五、 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着力提高整体素质

始终按照 “五个过硬” 要求， 建设一支让

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法院队伍。

加强队伍的正规化建设。 把坚定理想信念

作为首要任务， 组织广大干警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强化 “四个

服从”， 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加强司法良

知、 职业道德和纪律规矩的经常性教育， 开展

司法作风专项整顿， 将司法巡查、 审务督察、

明察暗访覆盖全省法院。 制定落实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实施意见， 健全审判执行权力运行制

约监督体系， 对 １３ 名中、 基层法院院长追究了

主体责任。 坚持对司法腐败零容忍， 严惩违纪

违法行为。

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树立崇尚学习研

究之风， 建立经常性学习制度。 开展网上在线

教育， 组织分类培训 ６３８５８ 人次。 与法学院校建

立互动互助的人才培养机制， 提高培训实效。

公开发布调研课题， 围绕 “一带一路” “自贸区

建设” 等主题开展学术研讨， 解决热点难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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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在组织、 编制、

人事、 财政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打通法官职

业发展通道， 实行按期晋升与择优选任相结合

的晋升机制， 增强法官的职业尊荣感。 建立与

法官工作职责和实际业绩紧密关联的工资奖金

分配激励机制， 同步推进审判辅助、 司法行政

人员工资制度改革， 绩效工资基本发放到位，

有效调动了广大干警的积极性。

２０１７ 年， 作为五年中的最后一年、 重要一

年， 全省法院突出抓好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 突出聚焦振兴发展主题， 开展

“规范司法行为、 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活动，

稳妥处理 “Ｅ 租宝”、 涉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

公司等案件， 受到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

的充分肯定。 突出审判执行工作， 受理各类案

件 １０１７７０１ 件， 审结 ８３８７８４ 件， 比 ２０１３ 年分

别上升 ７７ ４４％和 ６３ ５４％。 突出诉讼服务中心

建设， 出台 《进一步推进全省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建设的意见》， 推广 １９ 家示范法院的经验，

促进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 突出改革攻坚，

员额法官选任、 人员分类管理等司法体制改革

任务取得重点突破。 突出夯实基层基础， 改善

基层工作条件， 加强业务指导， 提升审判水

平。 突出队伍素质能力和党风廉政建设， 认真

开展司法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回头看”

活动。

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 我们深深体会到，

做好全省法院工作， 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

作的绝对领导， 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必须始终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主线， 必须始终坚持大胆探索、 改革创新， 必

须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 必须始

终坚持夯实基层基础， 必须始终坚持自觉接受

监督。 这既是辽宁法院五年工作经验的客观总

结， 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

原则。

以上成绩和经验的取得， 是各级党委正确

领导， 人大有力监督， 政府大力支持， 政协民

主监督以及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 是最高

人民法院监督指导的结果； 各位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对法院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

对改进法院工作帮助很大。 在此， 我代表全省

法院和法院广大干警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

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 总结经验的同时， 我们也清

醒地认识到， 辽宁法院工作与党的要求和人民

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少数干警服务保障

振兴发展大局的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 审判质

量效率仍需进一步提升， 全省法院 “受理案件

多、 审结案件多、 积存案件多” 的趋势明显。

落实便民举措、 推进司法公开、 弘扬司法民主、

确保司法公正相关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司法改革任务需进一步深化细化精化， 审判辅

助人员短缺， 配套措施尚需进一步跟进。 有的

法院管理制度不健全、 管理责任不明确、 管理

措施不落实； 有的法官司法能力不强、 司法作

风不正、 司法行为不规范， 工作方法简单， 机

械办案； 极个别法官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 严

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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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 基层基础建设与全国先进水平尚有较

大差距， 等等。 对这些困难和问题， 我们将高

度重视， 强化措施， 逐步加以解决。

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安排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的重大政治判断。 新时代要有新气

象， 更要有新作为。 全省法院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要求， 认真

执行省人大决议， 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坚持司

法为民、 公正司法主线， 深入推进平安辽宁、 法治

辽宁建设， 努力为辽宁振兴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

法治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

一是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上取

得新成效。 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 引导广大干警牢固树立 “四

个意识”， 增强 “四个自信”， 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省

法院工作的思想旗帜、 理论指引、 根本遵循，

贯彻到法院工作的全过程、 各方面。

二是在服务保障振兴发展大局上展现新

作为。 坚持从党和国家工作及全省大局出发，

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 积极配合新一轮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扎实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三年专项行动” ， 为辽宁振兴发展、 长治

久安、 人民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保障生

态文明建设和精准脱贫， 持续深化 “规范司

法行为、 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行动， 充分发

挥司法的引领、 规范、 保障作用。

三是在为民司法上谱写新篇章。 把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 强化质量、 效率、 公正、 公信意识，

健全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机制， 进一步探索司

法为民、 便民、 利民新机制新办法， 依法公正

审结各类案件， 破解执行难题， 坚决守住防范

冤假错案底线，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权、

财产权，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信任度、

获得感。 开展涉诉信访 “三年攻坚行动”， 在减

少存量、 遏制增量上下功夫， 努力实现减量退

位目标。

四是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上迈出

新步伐。 继续深化以司法责任制、 司法人员分

类管理、 司法职业保障、 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改革。 加快推进内

设机构改革， 积极构建设立科学合理、 职能划

分明确、 运行高效顺畅、 符合审判机关特点和

审判权运行规律的组织结构体系。 加快智慧法

院建设， 夯实基层基础， 补短板、 强弱项， 为

辽宁法院事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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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全面加强法院队伍建设上实现新提

升。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法院工作全过程，

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提振干警精气神， 增强法院内生力， 着力培养

一批高层次、 高水平的审判人才， 不断增强法

院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的能力。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坚决惩治司法腐

败， 确保法官清廉、 法院清正、 司法清明。 大

力加强省高院机关自身建设， 为全省法院做表

率、 立标杆。

各位代表，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新时代是人民法院可以大有作为， 也应该大有

作为的重要机遇期。 全省法院将以更加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攻坚

克难、 扎实工作， 为辽宁振兴发展、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省检察院检察长于天敏所作的辽

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

报告。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于天敏

各位代表：

现在， 我代表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

告工作， 请予审议， 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同志

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３ 年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以来， 在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

下， 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 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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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级政协的民主监督下， 全

省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省十二届人大历次会议

决议，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忠实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检察

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

一、 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深入

推进平安辽宁、 法治辽宁建设

五年来， 检察机关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大局稳定， 顺应人民群众平安需求， 依法履

行批捕、 起诉职能， 批准逮捕 １０２００１ 件 １３１５０２

人、 提起公诉 １７５９４８ 件 ２３７６４０ 人。

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深入开展反

分裂、 反渗透、 反颠覆、 反邪教斗争， 全省依

法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３７ 人， 依法起诉 “法

轮功” “全能神” 等邪教组织犯罪 １５０１ 人。 沈

阳、 丹东检察机关分别依法起诉韩振宇间谍案、

加拿大人凯文·高窃取国家机密案。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积极应对治安形

势新变化， 起诉故意杀人、 强奸、 放火、 绑架

等严重暴力犯罪 １２４７７ 人， 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 ２３７ 人， 起诉抢劫、 抢夺、 盗窃等多发性

侵财犯罪 ５４６３８ 人， 起诉毒品犯罪 ２５１０４ 人。 朝

阳检察机关对姚玉忠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重大案件， 及时介入侦查、 引导取证， 依法批

捕起诉。

突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积极参与专

项整治， 注重侦捕诉衔接， 提前介入侦查 ５８ 件

１６７ 人， 依法批准逮捕 ４８６ 人， 起诉 １２３ 人， 涉

案金额近 ４ 亿元。 沈阳检察机关对涉及 ２５ 省、

涉案 １８ ５０ 万条信息、 金额达 ２７０ 余万元的 “１１·

１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依法批捕起诉。

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坚持把法律文书

说理、 以案释法、 公开听证、 风险评估预警等

机制贯穿司法办案始终， 努力做到案结事了。

落实检察长、 中层干部窗口定期接待制度。 推

动落实律师代理申诉和参与检察机关接访制度。

全省检察机关息诉息访 ３７７ 件。 去年开展的社

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 排查重点案件

２１９ 件， 化解 １６２ 件。 对 １５４ 名生活陷入困境的

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予以司法救助。

主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运用法律手

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与打击 “黄赌

毒” 犯罪， 起诉虐待、 遗弃、 重婚、 家庭暴力

犯罪 １１９ 人。 认真开展依法惩治 “村霸” 和宗

族恶势力犯罪专项工作。 积极参与惩治网络犯

罪专项行动。 参与校园暴力专项整治活动， 开

展 “法治进校园” 巡讲 ３１５ 场。 对 １４２ 名实施

暴力行为、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提出

强制医疗申请。

二、 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主动服务保

障辽宁经济发展

五年来， 检察机关坚持 “谦抑、 审慎、 善

意、 文明、 规范” 的司法理念， 增强平等保护

意识，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努力服务大局、

保障大局。

主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围绕省委优化营

商环境等重大部署， 先后制定实施服务辽宁老

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的 ４０ 条意见、 服务保

障优化营商环境 ２１ 条意见， 认真开展 “规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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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 优化营商环境” 等专项活动， 为经济

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省检察院分别与省国

资委、 省工商联出台关于保障和促进国企改革、

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强化对各类经济主

体的产权保护。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依法保护

企业家合法权益；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营造企

业家创业创新发展的法治环境。 沈阳、 大连、

营口检察机关法治先行， 自觉服务自贸区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服务保障科技创新，

准确把握科研人员知识产权收益、 合法兼职收

入与贪污、 受贿犯罪之间的界线。 加大对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打击力度， 批准

逮捕该类犯罪嫌疑人 １４６６ 人， 起诉 ４９３７ 人。

依法惩治危害安全生产犯罪。 同步介入安

全责任事故案件调查 ７６３ 件， 查处事故背后失

职渎职犯罪 １０７ 件 ２０６ 人， 起诉重大责任事故犯

罪 ３７７ 人。 省检察院直接介入辽宁连山钼业集

团兴利矿业有限公司井下重大火灾事故调查。

着力防范金融风险。 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

展反走私、 反洗钱等专项斗争和不良贷款清理

整治工作。 突出惩治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施的金

融犯罪和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起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 贷款诈骗等犯罪

１４０１ 人。 鞍山、 盘锦、 葫芦岛等地检察机关依

法妥善办理 “ｅ 租宝” 系列非法集资案。

三、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着力

服务和保障民生

五年来， 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

足检察职能谋民生之利、 解民生之忧， 切实维

护人民权益。

服务脱贫攻坚战略。 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

要求， 持续开展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

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依法打击危害农村稳定、

破坏农业生产和侵害农民利益的犯罪。 立案侦

查扶贫涉农领域职务犯罪 ２１２２ 人， 保障扶贫项

目落地、 扶贫资金安全。

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移送起诉污染环境、 非

法采矿、 非法占用农用地、 盗伐滥伐林木等犯

罪 ４２０９ 人。 持续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

案监督活动， 监督侦查机关立案 １５１ 件。 大连

检察机关依法支持环保志愿者协会对中日合资

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行为提起民事

诉讼。

全面推进公益诉讼。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在省委有力领

导下， 在省人大、 省政府大力支持下， 重点对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国有资产保护、 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 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造成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 提起民事或

行政公益诉讼，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省

检察院先后与省国土厅、 省环保厅、 省食药监

局等 ７ 部门会签文件，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全

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目前， 全省检察机关摸

排案件线索 ２６６ 件， 立案 １３４ 件， 办理诉前程序

案件 ４７ 件。

保障健康中国建设。 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

品、 假药劣药等犯罪 ４２７２ 人。 持续开展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监督公安

机关立案 ８８ 件。 本溪、 丹东等检察机关分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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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金额达 ２４００ 余万元的徐林等人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案、 于万海等 ７ 人骗取国家低保医疗救助

金 ２００ 万元贪污案。

维护特殊群体权益。 加强与军事检察机关

协作， 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依法平等保护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归侨侨眷

合法权益。 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

人的特殊保护， 严惩性侵、 拐卖等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犯罪。 对 ２２５ 名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

起诉， 进行教育矫治。 依法打击恶意欠薪， 起

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３４４ 人。

四、 深入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推进

反腐倡廉建设

五年来， 检察机关坚定不移履行反腐职责，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７３８１ 件 １０９５５ 人， 其中贪污

贿赂犯罪嫌疑人 ７６６３ 人， 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

３２９２ 人。

“打虎” 不手软。 依法查办梁滨等 ４ 名在全

国有重大影响的原省部级干部、 张小普等 １１０

名原厅局级干部、 ９８７ 名原县处级干部职务犯

罪。 鞍山检察机关查办中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交办的重特大案件工作成效显著。

“拍蝇” 零容忍。 深入查办群众身边的腐

败， 立案侦查征地拆迁、 保障性住房、 教育就

业、 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重点环节贪污贿赂犯

罪 ２２３８ 人， 查办行贿犯罪 ８１６ 人。 认真查办专

项资金审批、 核验、 发放、 监管、 使用等环节

的渎职犯罪案件 ５８５ 件 ７８１ 人。 查办执法司法工

作人员犯罪 ５０４ 人。

“猎狐” 织天网。 追回包括 ２５ 名逃匿境外

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１１９ 名。 我省 ４ 名 “百

名红通人员” 已有 ３ 名归案。 启动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 依法追缴赃款赃物。

治理重 “源头” 。 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

扎实开展 “系统预防、 专项预防、 个案预防”

三大工程。 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７１５９７ 次。 建

立惩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 开展国企改革、

扶贫攻坚等领域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宣讲， 受众

达 ２ 万余人次。 经省委批准， 省委党校常规班

开设预防职务犯罪专门课程。 沈阳、 大连检察

机关围绕地铁、 机场等重点工程项目开展专项

预防。

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 省检察院坚决贯彻中央反

腐 “两个决不” 部署和高检院工作安排， 提出

“三确保一强化” 工作要求， 加大案件查办力

度。 依法处理 “４·３０” 拉票贿选案件， 依法查

办包括 ３５ 名原厅局级以上干部在内的职务犯罪

１５６１ 人， 圆满完成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一批

全国有影响的重大专案。 实现了中央确定的查

办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 尺度不松的工作目标，

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五、 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促

进司法公正， 维护公平正义

五年来， 检察机关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

监督， 注重人权司法保障， 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强化刑事诉讼监督。 探索完善监督工作机

制， 开展系列专项监督活动。 监督侦查机关立

案 １９５５ 件， 撤案 ８０６ 件； 决定追加逮捕 ３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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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追加起诉 ２７２３ 人； 不批准逮捕 ４７５４８ 人，

不起诉 １３８４０ 人； 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提出

纠正意见 ３２２４ 次；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生效刑事

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２０１２ 件。

强化刑事执行监督。 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６１４１ 件， 查处其中涉及的

职务犯罪 １６２ 件 ２０１ 人。 开展集中清理判处实刑

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行动， 监督纠正 ５７０ 人。

清理纠正久押不决案件 １１１ 件 ３５５ 人。 立案审查

羁押必要性案件 ３５６６ 件， 经建议， ３０４９ 人被释

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 建立多元化监督

工作格局， 不断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体制机

制。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生效裁判、 调

解书提出抗诉 ８３１ 件、 再审检察建议 ７０６ 件。 深

入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工作， 立案监督民事

虚假诉讼案件 ６８ 件。 经省内三级法院四次审理

一致认定合同无效的宋智敏合同纠纷一案， 由

省检察院提请抗诉， 终由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合

同有效， 依法改判，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近

千万元。

六、 锲而不舍抓落实， 司法改革取得阶段

性成果

五年来， 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及省委、 高检院工作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扎实稳妥推进各项司法改

革， 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

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全面推开司法责

任制改革， 全省检察机关遴选出员额检察官

４００１ 名， 占政法专项编制的 ３５ １０％， 检察人

员分类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全面推进， 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 建立检察官

办案组和独任检察官两种新型办案组织， 员额

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对案件独立作出决定、 承

担责任， 改变过去审批式办案模式； 与职务序

列相配套的工资制度逐步完善。 坚持扁平化管

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统一， 积极探索内设机构

改革。

积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坚决拥护自

觉支持全力配合中央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

署，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全力配合纪委开展工

作， 在组织、 编办等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 全

省检察机关职能、 机构、 人员、 编制转隶工作

顺利完成， 案件线索、 工作机制有效衔接。 全

省检察机关划转编制 ２５７５ 个， 占政法专项编制

数的 ２４ ８５％。 同时， 认真做好转隶人员思想工

作， 确保队伍思想不乱、 人心不散、 工作不断。

辽宁检察机关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走在全国

前列， 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充分肯定。

有序推进各项检察改革。 积极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认真开展刑事案

件速裁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深化人

民监督员制度改革， 人民监督员一律由市级以

上司法行政机关选任和管理， 检察机关办理职

务犯罪案件各关键环节一律接受监督， 已监督

案件 ７１ 件。 高度重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着力

构建良性互动的检律关系， 认真贯彻执行关于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深入推进案件

管理机制改革， 对司法办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

管理， 全程、 同步、 动态监督办案活动，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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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案件评查专项活动， 评查案件 ２８６９９ 件， 有

力促进了规范司法行为、 提升了司法公信。

七、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执法公

信力

五年来， 检察机关从严从实建设过硬队伍，

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有 １１４

个集体和 ８０４ 名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 其中，

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被评为全国模范检

察院， 昌图县人民检察院等 １７ 个单位被评为全

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本溪市人民检察院青年检

察官先锋队等 ４ 个单位被高检院记集体一

等功。

加强政治思想建设。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开展 “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 等系列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和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第一位， 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在中央的核心地位，

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不移从严治党、 从严治检， 全面推进党的

建设。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忠

诚、 为民、 担当、 公正、 廉洁的检察官职业道

德。 涌现出党的十九大代表丹东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吴凤杰等一批先进典型。

加强班子队伍建设。 举办市县两级领导班

子成员培训班 １３ 期 １４５０ 人次， 落实检察长述职

述廉制度。 定期举办 “辽检大讲堂”， 邀请专家

学者做专题讲座， 广泛开展各类检察业务竞赛、

案例教学、 精品案例评选、 岗位练兵、 分层分

类分岗培训等教育培训活动， 正规化专业培训

检察人员 ５ 万余人次， 着力提升检察队伍法律

监督能力和专业水平。 坚持以党建带队建， 认

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确定 “１＋４＋５” 队伍

建设总体思路， 着力改善领导班子和队伍结构。

面向全省党政机关公开遴选 ２０ 名公职人员到省

院机关从事司法行政工作。 加大高层次人才、

青年干部培养力度， 全省拥有 ６１ 名全国、 省级

检察业务专家和博士学历以上高层次人才。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制定实施 《辽宁检察

机关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规划》， 落实领导干部

定点联系基层院制度。 对照基层院建设 “八化”

标准， 开展基层院建设评估活动。 坚持把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 大力

推进电子检务工程 “六大平台” 建设， 启动智

慧检务工程谋划， 促进信息技术与检察业务深

度融合。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以严明

的纪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把 “讲政治、

懂规矩、 守纪律” 作为纪律作风建设重点， 坚

决肃清王珉等人流毒和拉票贿选案的恶劣影响。

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执行省委实施细

则， 制定检察机关具体实施办法， 驰而不息纠

治 “四风”。 积极配合省委、 高检院巡视监督，

严肃整改自身司法不公正不规范不廉洁问题并

取得实效。 实现对 １６ 个市级检察院党组巡视全

覆盖。 对自身腐败零容忍， 五年来查处违纪违

法检察人员 ９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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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确保检察权依法

公正行使

五年来， 检察机关不断强化监督者更要接

受监督的意识，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严格执行

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 省检察院就

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民事行政检察、 司法体

制改革等工作向省人大常委会做专项报告， 并

根据审议意见， 研究落实整改措施。 省检察院

制定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意见， 完

善代表建议办理及反馈机制。 加大对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力度， 办结代表建议 １０７ 件，

代表均表示满意或同意。 主动邀请各级人大代

表参加检察机关重要会议和视察 ６００ 余人次，

参加司法办案专项检查、 案件公开审查等活动

３００ 余人次。 充分利用 “两微一端” 等各类媒

体， 向人大代表及时介绍检察工作。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 坚持向省

政协常委会通报检察工作制度， 认真办理政协

提案。 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建立开放、 动

态、 透明、 便民的司法公开机制， 全面开展检

察开放日活动。 全省检察机关公开案件程序性

信息 ２０９３４６ 件、 重要案件信息 ２２１１ 件、 终结性

法律文书 ７２７１４ 份， 通过网站、 “两微一端” 发

布信息 １０４０８ 条。

各位代表， 检察工作平稳健康发展， 最根

本的是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正确指引，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全面依法治国和检察工作的坚强领导。 最关

键的是有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有力监督， 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各

级政协民主监督以及各位代表、 各位委员和社

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 帮助， 为检察工作发展

进步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在此，

我代表全省检察机关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我们深深体会到， 做好检察工作， 必须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人大依法监督， 确保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

工作要求在全省检察机关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 必须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 始终坚持服

务和保障大局， 切实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 捍卫者的职责使命； 必须以法律监

督作为主责主业， 始终坚持依法监督， 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以人民为中

心， 始终坚持司法为民，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必须以改革为动力， 始终坚持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 不断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我们清醒认识到， 检察工作仍存在一些不

足， 主要有： 检察职能作用的发挥还不够全面，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大局的思路和举

措有待进一步拓展； 检察人员的专业能力水平

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 检察队伍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检察

队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司法责任制改革成

效还没有完全显现，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有

待进一步深化； 现代科技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

还有差距， 检察人员科技应用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 基层基础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 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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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认真研究， 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以

解决。

今后五年工作思路和 ２０１８ 年

重点工作安排

　 　 各位代表， 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法

机关， 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检察

机关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深化依

法治国实践中肩负着重要职责使命， 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司法保障作

用。 今后五年， 全省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的绝对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积极适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新变化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坚决执行省

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打好

“三大攻坚战”， 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产权司

法保护为切入点， 以全面深化改革、 现代科技

应用为动力， 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深入推

进平安辽宁、 法治辽宁和过硬队伍建设、 智能

化建设，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

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为辽宁振兴发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

治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

一是认真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大学习大培训。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全省检察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 以学懂、

弄通、 做实为要求， 丰富学习培训形式和载体，

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把学习培训成

果转化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

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政治自觉， 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 坚

定理想信念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服务保障辽宁

工作大局、 推动检察工作平稳健康发展的行动

自觉。

二是更加主动地服务工作大局， 保障我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自觉把检察工作摆到辽宁

振兴发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中来谋

划和推进。 紧紧围绕 “一带五基地” 建设、 “五

大区域发展战略” 三年行动计划， 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 着力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

融风险、 保障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服务保障

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

营商环境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依法惩治

和预防经济领域犯罪， 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大对科技创新、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

加大对军人权益的保护力度。

三是更加积极地维护和谐稳定， 深入推进

平安辽宁、 法治辽宁建设。 坚持把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

暴力恐怖活动、 民族分裂活动、 宗教极端活动，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积极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既有力震慑黑恶势力犯罪， 又有效铲除黑



　 ６２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恶势力滋生土壤。 健全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

黑拐骗等犯罪常态化机制， 深化涉枪涉爆、 电

信网络诈骗等专项整治， 切实增强人民安全感。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

法治保障作用， 着力化解社会矛盾。 坚持司法

为民， 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健康辽宁建设。 深

入开展公益诉讼， 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

利益。

四是更加有效地强化诉讼监督， 维护法治

权威和司法公正。 立足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加

强和规范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进一步完善

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 刑事审判活动监督、 刑

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 民事行政监督机制，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主动适应监察委办案工作新模式，

对监察委调查终结后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 依

法采取强制措施、 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 出庭

支持公诉； 建立健全与监察委之间的双向工作

衔接协调机制。

五是更加有力地加强自身建设， 深化司法

改革， 全面提升履职能力。 全面加强检察机关

党的建设， 认真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 坚持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

建设过硬检察队伍， 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实施细则，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坚持

“八化” 建设目标， 全面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落实司法责任

制， 继续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不断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深入推进信息化建

设， 把检察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提高到新

水平。

六是更加自觉地接受监督， 健全新型检察

权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联络工作机制， 更加自觉接

受人大、 政协、 新闻媒体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

高度重视并认真落实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对检

察工作的批评、 意见和建议。 深化检务公开，

深入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 完善检察机关内部

监督制约机制， 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同

时， 确保办案质量， 有效控制廉政风险， 确保

检察权严格依法公正行使。

各位代表， 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 新

征程要求我们必须有新的作为。 在新的一年里，

全省检察机关将在省委和高检院的坚强领导下，

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砥砺奋进， 为辽宁振兴发展、 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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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本级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和通过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地

方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以下简称

选举法） 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决定》 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

办法。

一、 本次会议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通过各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工作由大会主席团领导和

主持。

二、 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 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１ 本次会议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如下：

（１）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额 ６５ 人， 本次会议选举 ６３ 人，

其中： 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６ 人， 秘书长 １ 人， 委

员 ５５ 人；

（２） 选举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１ 人、 副省

长 ８ 人；

（３） 选举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１ 人；

（４） 选举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１ 人；

（５） 选举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１ 人。

２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辽宁省监察委

员会主任，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辽宁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

有关规定， 候选人数一般应多 １ 人， 进行差额

选举；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 １ 人， 进行等额

选举。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选举， 根据地方组织

法第二十二条关于 “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

一人至三人” 的规定， 本次会议规定候选人数

比应选人数多 １ 人， 进行差额选举。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选

举， 根据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关于 “候选人

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的规

定， 本次会议规定差额比例为十分之一， 即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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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人数比应选人数多 ６ 人， 进行差额选举。

３ 本次会议选举的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候选人， 由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 ３０ 人以上书面

联合提名。 大会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数、 每一

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数， 均不得

超过应选名额。

联名人应当如实填写 《代表联合提名本级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候选人登记表》， 向大会主席

团书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并由联名人亲自签

名。 联名截至时间为 １ 月 ２８ 日 １７ 时。 《代表联

合提名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候选人登记表》

在截止时间前送交大会秘书处组织组的， 提名

方为有效。 联名人在大会主席团确定正式候选

人之前， 如果要求撤回提名， 大会主席团应当

予以同意。 被提名人如果不愿意被提名， 应当

尊重本人意愿， 大会主席团可以不列入候选人

名单， 并向联名代表说明。 代表联合提名的各

项候选人， 应符合中央规定的提名条件。 对不

符合提名条件的， 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后， 向联

名人作出提名无效的说明。 被提名为辽宁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

人的， 必须是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本次选举中， 一人不能同时作为两项职务

的候选人。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在听取本人意

见后， 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列为其中一项职务

的候选人。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差额

数， 由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

酝酿、 讨论后， 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提交大

会选举。 如果某项职务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本

办法规定的差额数， 由大会主席团将该项职务

全部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 讨论后，

进行预选。

（二） 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 本次会议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１０２ 人， 其中中央推荐到我省选举的代

表 ８ 人。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 由中央

推荐到我省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如果落选， 其名

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回。

２ 根据选举法第三十条关于 “全国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 代表候

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县级

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

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的规定， 选

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次会议

规定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代表名额 ２０％， 即多 ２１

人， 进行差额选举。

３． 大会主席团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的推荐印发

代表候选人名单。 代表 １０ 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推

荐代表候选人。 联名人应当如实填写 《代表联名

推荐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向大会主席

团书面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并由联名人亲自

签名。 联名截至时间为 １ 月 ２８ 日 １７ 时。 《代表联

名推荐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在截止时间

前送交大会秘书处组织组的， 提名方为有效。 联

名人在大会主席团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之前， 如

果要求撤回提名， 大会主席团应当予以同意。 被

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如果不愿意被推荐， 应当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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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意愿， 大会主席团可以不列入代表候选人名

单， 并向联名代表说明。

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大会主席团

如实提供个人身份、 简历等基本情况， 包括是

否获得国 （境） 外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留许可

或者配偶子女是否移居国 （境） 外等。 提供的

基本情况不实的， 大会主席团向代表通报。

４ 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

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全体代表， 由

全体代表酝酿、 讨论。 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

人数没有超过法定最高差额比例 （即二分之

一）， 由大会主席团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提交大会选举。 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

过法定最高差额比例， 进行预选。

（三） 大会预选， 选票按候选人姓名笔画

排列

大会正式选举如经预选， 选票按候选人预

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 如未经预选， 选票

按候选人姓名笔画排列。 选票由大会统一印制。

（四） 大会预选以代表团为单位投票， 大会

统一计票

参加预选的代表应当超过该代表团全体代

表的半数。 预选由大会主席团委托各代表团团

长或者副团长主持。

预选时， 代表对选票上的代表候选人， 可

以投赞成票， 可以投反对票， 也可以弃权， 但

不可另选他人。

预选后， 由大会主席团根据候选人得票多

少的顺序， 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差额数， 确定正

式候选人名单， 提交大会选举。 预选中， 如遇

票数相等不能确定正式候选人时， 就票数相等

的候选人再次投票， 得票多的为正式候选人。

（五） 大会正式选举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代

表出席， 始得进行

（六） 大会预选和正式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

方式

（七） 本次会议印制 ４ 种选票， 即 “辽宁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

任、 秘书长、 委员选票”， “辽宁省人民政府省

长、 副省长选票”， “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选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票”

（八） 大会正式选举时， 收回的选票等于或

者少于发出的选票， 选举有效； 多于发出的选

票， 选举无效， 重新投票选举。

在一张选票上， 某项选举的赞成人数等于

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选举有效， 多于应选人数

的选举作废

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 始

得当选。

（九） 大会正式选举时， 如获得全体代表过

半数选票的候选人超过应选名额时， 以得票多

的当选； 某项选举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

人时， 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 以

得票多的当选

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

获得过半数选票当选人数少于应选代表名额时，

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 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

人员时， 获得过半数选票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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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时， 是否另行选举， 由大会主席团根据具体

情况决定。

另行选举时， 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

少的顺序， 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差额比例， 确定

候选人名单。 如果只选 １ 人， 候选人应为 ２ 人。

如果获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 仍少于应选名

额时， 是否再次另行选举， 由大会主席团根据

具体情况决定。

（十） 大会正式选举时， 代表对选票上的候

选人， 可以投赞成票， 可以投反对票， 可以另

选他人， 也可以弃权。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另选人， 必须是辽

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一） 大会正式选举时， 选票使用大会发

给的专用铅笔涂写

对选票上的候选人如果赞成， 不涂任何符

号； 如果反对， 将其姓名右上方的①涂黑涂实；

如果弃权， 将其姓名右上方的②涂黑涂实。 如

果另选他人， 在 “另选人” 空格内写上另选人

姓名， 并将其姓名右上方的③涂黑涂实。 涂写

模糊无法辨认的视为弃权。

（十二） 大会正式选举时， 会场设秘密写

票处

（十三） 大会正式选举时， 选票由代表本人

投入规定的票箱， 未到会代表不得委托他人代

为投票

（十四） 大会正式选举采用计算机计票， 如

果计算机计票系统发生故障， 改由人工计票

（十五） 每个代表团推选 １ 名代表为监票人

（候选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由主席团在监票人

中决定总监票人 １ 人、 副总监票人 １ 人。 监票人

在主席团领导下监督选举工作

选举工作人员由大会秘书处指定， 在监票

人监督下工作。

（十六） 预选计票结果由总监票人向大会主

席团报告。 大会正式选举计票结果由总监票人

报告大会执行主席后向大会公布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

由大会主席团确定是否有效。

大会正式选举结果由大会执行主席当场宣

布， 会后由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

三、 通过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一）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辽宁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由大会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 经各代表团酝酿

后， 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二）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采用按

表决器的方式表决通过。

（三） 通过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按

照法制委员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

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 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 环境资源城乡

建设委员会、 人事选举委员会的顺序， 以委员

会为单位依次表决。

（四）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以全体

代表的过半数赞成为通过。

（五） 会后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大会主席团发布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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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 由大会主席团研

究决定

五、 本办法经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实施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选出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 委员， 共 ６３ 人。

主　 任　 陈求发 （苗族）

副主任（６ 人）

孙　 轶　 孙国相　 张铁民　 康　 捷 （女， 满族） 　 杨关林 （锡伯族）

杨忠林 （蒙古族）

秘书长　 于言良

委　 员 （５５ 人， 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　 桦 （女） 　 丁景昌　 于本洋　 于国安　 　 马　 方　 王中印　 王　 刚　 王炳森

方世奎 （满族） 　 田晓峰　 史爱军　 邢恩先 （锡伯族） 　 刘　 伟 （沈阳辽中）

刘　 伟 （省总工会） 　 刘盛龙　 孙东克　 孙　 刚　 牟维勇　 李卫民　 李世凯

李　 旭　 李宇光　 李展超　 李象群 （满族） 　 杨承豪　 吴春福　 宋泽华　 迟维意

张兴奎　 张进平　 张国琛　 张建华　 张　 捷　 张联义　 张　 鹏　 陈德刚　 范国增

林国军　 林鲁波　 周维远　 单　 伟　 赵红巍　 胡立杰 （女） 　 徐力达　 徐少达

高戈平　 郭　 辉　 姬兰柱　 曹远航　 蒋　 斌　 程利国　 曾庆捷 （满族） 　 蔡　 睿

熊晓梅 （女） 　 戴茂林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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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选出：

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唐一军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８ 人）

张　 雷　 陈绿平　 王大伟　 崔枫林　 王明玉　 孟庆海　 郝春荣 （女） 　

李金科 （满族）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三号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选出：

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廖建宇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学群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已选出， 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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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通过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共 １０４ 人：

一、 法制委员会 （１５ 人）

主 任 委 员　 方世奎 （满族）

副主任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周维远　 高戈平　 崔文珠 （朝鲜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华盛　 白胜春　 刘　 骋　 孙　 龙（满族）　 纪瑞东　 李秀林　 杨兴权

周宝华 （女） 　 贾天兵　 徐苑苑（女）　 谭洪恩（土家族）

二、 内务司法委员会 （１４ 人）

主 任 委 员　 马　 方

副主任委员　 李　 旭　 林鲁波　 金　 峰 （朝鲜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包良清　 刘　 伟　 李宇光　 李　 强　 张　 薇 （女， 满族） 林　 峰　 赵红巍

胡立杰 （女） 　 侯明晓　 郭洪生

三、 财政经济委员会 （１２ 人）

主 任 委 员　 范国增

副主任委员　 丁景昌　 张　 捷　 魏芳青 （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开臻（满族）　 文振新　 刘彦学　 安玉杰　 李凤楼　 张红宇　 贺蕊莉 （女）

潘　 城

四、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１３ 人）

主 任 委 员　 于本洋

副主任委员　 王建军　 迟维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杰 （女） 　 王国春　 王国斌　 申桂艳 （女， 满族） 　 毕存仁　 张国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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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媛 （女， 满族） 　 罗　 君 （女） 　 依艳丽 （女， 满族） 　 檀宏利 （满族）

五、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１５ 人）

主 任 委 员　 戴茂林

副主任委员　 张建华　 张　 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桦 （女） 　 于德海　 田晓峰　 朴浩哲 （朝鲜族） 　 刘广林　 汲　 涌 （满族）

孙文东　 李象群 （满族） 　 赵海千 （女， 满族） 　 郭　 京　 曾庆捷 （满族）

颜佳琪 （女， 满族）

六、 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 （１２ 人）

主 任 委 员　 邢恩先 （锡伯族）

副主任委员　 许　 威 （女） 　 张进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宗奇 （回族） 　 王国林　 史爱军　 吴　 琼 （女， 蒙古族） 　 谷德凯 （回族） 　

宋宝燕 （女， 满族） 　 林枝春　 孟广华 （满族） 　 赵连舜 （满族）

七、 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 （１４ 人）

主 任 委 员　 徐力达

副主任委员　 孙　 刚　 李世凯　 曹桂喆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银萍 （女） 　 王常虹　 刘中民　 牟维勇　 李　 者 （女） 　 李帼昌 （女）

张　 静 （女， 蒙古族） 　 周新文　 屈　 滨 （女） 　 徐少达

八、 人事选举委员会 （９ 人）

主 任 委 员　 蒋　 斌

副主任委员　 刘盛龙　 陈德刚　 杨承豪　 张宝东 （满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健（女，蒙古族）　 杜立新　 吴春英（女）　 梁　 冰（女）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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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辽宁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选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０２ 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天敏　 马晓红（女）　 王力威　 王　 丽（女）　 王作英（女）　 王尚典　 王　 悦（女，回族）

王家娟（女）　 王德佳　 支艳茹（女）　 文　 广（蒙古族）　 田树槐　 白春礼（满族）　 白雪峰

冯玉萍（女）　 冯艳玲（女）　 冯淑玲（女，满族）　 兰建勇　 朱苏荣（女）　 朱朝治（满族）　

庄　 艳（女）　 刘　 宏（女）　 刘宏艳（女，蒙古族）　 刘　 征　 刘政奎　 关志鸥（满族）

米忠义（回族）　 许安标　 孙元华（女，朝鲜族） 　 孙东明　 孙志浩　 孙　 轶　 李士伟（满族）

李天书　 李和忠　 李宗胜　 李春建　 李桂杰（女，满族）　 李景玉（满族）　 李　 潞（女）

杨　 松（女）　 杨忠林（蒙古族）　 杨学明　 杨洁篪　 杨　 彬　 来　 鹤（蒙古族）　 肖盛峰

吴玉良　 吴京耕（蒙古族）　 吴艳良　 余功斌　 张世超　 张成中　 张学群　 张　 珂　 张柏楠

张　 艳（女，满族）　 张桂平（女）　 张桂芹（女）　 张海涛　 陈求发（苗族）　 陈秀艳（女）

陈　 健　 陈继壮　 陈温福　 武文飞（女）　 林永忠　 金京哲（朝鲜族）　 庞　 辉（女）

官启军（女，满族）　 郎奎平　 孟庆海　 赵乐韬　 赵明枝（女，满族）　 赵爱军　 郝春荣（女）

柳　 磊　 侯漫路（女）　 姜有为　 栗生锐（满族）　 贾文勤（女）　 徐　 颂　 高　 伟　 高　 琛（女）

高颖明（满族）　 郭　 凯　 郭洪泉　 郭　 雷　 唐一军　 唐廷波　 涂　 冬　 鹿新弟

韩秋香（女，满族）　 韩恩厚　 谢金红（女）　 裴伟东　 廖建宇　 谭成旭　 肇颖斌（女，满族）

潘利国　 戴长冰　 戴继双

　 　 上述代表的代表资格， 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现予公告。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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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议案
审查处理意见的决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内务

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 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 人事

选举委员会所作的关于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 关于抚顺代表团郭富春等 １１ 位代表提

出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的

议案 （００１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

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开展立法调

研、 论证工作， 待时机成熟时由省政府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 关于营口代表团文起东等 １２ 位代表提

出的关于修改 《辽宁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 的议案 （００８ 号）， 会议

同意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意见， 《辽宁省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 修

正案草案已经专门委员会会议审议后， 提请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三、 关于辽阳代表团庄严等 １１ 位代表提出

的关于尽快对行政审批进行立法的议案 （０１１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就我省行政审批的地方

立法工作开展调研、 论证， 视情况启动我省立

法进程。

四、 关于大连代表团刘琳等 １１ 位代表提出

的关于尽快制定 《辽宁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条例》 的议案 （０３１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密

切关注、 跟踪了解国家及相关部门的立法情

况， 做好立法前的准备工作， 待国家条例出台

后， 尽早启动我省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制定

工作。

五、 关于大连代表团唐棣等 １０ 位代表提出

的关于加快制定 《辽宁省电子政务电子认证使

用管理条例》 的议案 （０３２ 号）， 会议同意省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有关政策文件的宣传力度，

加强电子政务电子认证的行业监管。 及时跟踪

了解国家及相关部门的立法进程， 待立法时机

成熟后， 再适时研究启动制定地方性法规

程序。

六、 关于辽阳代表团石岩等 １１ 位代表提出

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精神卫生工作条例》 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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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０１０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的意见， 鉴于省人大常委会已将该条

例列为 ２０１７ 年立法论证项目， 建议待论证成熟

后， 适时将其列入年度立法计划。 省政府有关

部门要在今年开展立法论证的基础上， 认真吸

纳代表议案中的内容， 抓紧修改完善条例草案，

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七、 关于大连代表团颜丽等 １４ 位代表提出

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的议案 （０３０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国

务院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出台前， 先

行制定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并密切关注国

家立法动态， 注重总结实施经验， 待国务院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出台后， 适时将该

规章或文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八、 关于大连代表团林海龙等 １４ 位代表提

出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 的议案 （０３３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有

关部门密切关注国家立法动态， 积极开展立法

前期准备工作， 及时学习、 总结、 借鉴各地立

法经验， 待条件成熟时，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年

度立法计划。

九、 关于大连代表团田晓峰等 １２ 位代表提

出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 的

议案 （０３４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的意见， 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将 《辽

宁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 列入下一届立法规划。

省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立法前期准备工作，

及时学习、 总结、 借鉴各地立法经验， 待条件

成熟时， 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十、 关于营口代表团王世馀等 １０ 位代表提

出的关于尽快出台 《辽宁省生活饮用水监督管

理条例》 的议案 （００４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环

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认真

研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就我省生活饮用水

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进行调研、 论

证， 在此基础上， 确定起草一部或多部相应的

地方性法规， 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十一、 关于营口代表团韦国校等 １３ 位代表、

丹东代表团王开臻等 １１ 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修改

《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 的议案 （００５ 号、 ０２１

号） 和丹东代表团王开臻等 １１ 位代表提出的关于

修改 《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 的议案 （０２３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意见，

鉴于已将修订 《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 和 《辽宁

省环境保护条例》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７ 年立法

计划， 拟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由省政府相关部门做好法规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

按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十二、 关于辽阳代表团翟庆怀等 １１ 位代表

提出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的议案 （０２０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环境资源城

乡建设委员会的意见， 待上位法出台后， 结合

我省实际情况， 再适时出台地方性法规。 由省

政府有关部门在抓紧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同时，

根据国务院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土十

条” ） 的要求， 结合代表议案中提出的建议，

着手研究、 论证、 起草法规草案， 在条件成熟

后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十三、 关于铁岭代表团王宝泉等 １１ 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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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 《辽宁省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办法》 的议案 （０２７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环

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意见， 由省政府有关

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尽快解决我省环境噪声污

染治理的热点、 难点问题， 在此基础上， 积极

调研论证， 充分吸纳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的意见

建议， 着手起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草案，

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十四、 关于沈阳代表团林枝春等 １１ 位代表

提出的关于制定 《辽宁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的

议案 （０３６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

建设委员会的意见， 鉴于省人大常委会已将

《辽宁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列入 ２０１７ 年立法论

证计划。 由省政府深入总结辽河流域水污染防

治工作的实践经验， 认真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

意见建议， 抓紧完成立法论证工作， 在此基础

上， 适时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

十五、 关于铁岭代表团楚艳秋等 １１ 位代表

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 《辽宁省人大街道工委工

作条例》， 为街道工委开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的

议案 （０２９ 号）， 会议同意省人大人事选举委员

会的意见， 鉴于省人大常委会已将 《辽宁省区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工

作条例》 列入 ２０１７ 年立法论证项目， 人事选举

委员会将抓紧做好立法调研论证工作， 适时提

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 （６６ 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菊 （女） 　 　 　 　 　 马宗奇 （回族） 　 　 　 　 　 王大伟　 　 　 　 　 　 　 王义栋

王正谱 王边疆 王　 刚 王国林

方世奎 （满族） 叶俊玲 （女） 史爱军 刘　 伟

刘政奎 刘焕鑫 刘鹤群 关志鸥 （满族）

孙　 轶 李文章 李　 萍 （女， 满族） 李景玉 （满族）

杨　 权 杨　 澄 邴志刚 肖盛峰

吴青林 （蒙古族） 何焕秋 （满族） 佟志武 宋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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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雳 张世超 张晓光 张铁民

张联义 张　 雷 陈求发 （苗族） 陈绿平

陈　 强 陈德刚 范卫平 范国增

范继英 （女） 易炼红 周忠轩 单　 伟

单桂双 （女） 宛剑业 （女， 满族） 孟　 伟 赵长富

赵乐韬 赵红巍 赵国红 （女） 胡立杰 （女）

胡静琴 （女） 贺蕊莉 （女） 徐　 满 唐一军

崔枫林 梁文利 葛海鹰 蒋　 斌

韩　 凌 曾　 维 廖建宇 谭作钧

潘利国 蹇　 彪 （满族）

秘书长　 曾　 维 （兼）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９ 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陈求发　 唐一军　 曾　 维　 周忠轩　 赵国红 （女） 　 邴志刚　 佟志武　 刘政奎　 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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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６ 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蒋　 斌　 李金科　 王炳森　 徐少达　 薛来义　 单　 伟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 委 员　 佟志武

副主任委员　 陈德刚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建军　 方世奎　 许　 威 （女） 　 金　 峰　 曹桂喆　 戴茂林　 魏芳青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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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 委 员　 邴志刚

副主任委员　 范国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景昌　 王建军　 文振新　 张红宇　 张　 捷　 贺蕊莉 （女） 　 曹桂喆

潘　 城　 魏芳青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