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
上，雄鹰搏击蓝天、凌风翱翔；即使折断
翅膀，也在所不惜，坚守自己最初的方
向。

在这片号称世界屋脊的土地上，同
样有一群来自内地的人，20年间前赴后
继，不顾高寒、缺氧、低压、强辐射对生命
的威胁，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为西藏的
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而不懈奋斗。

他们，是世界屋脊上的雄鹰。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感
天动地的壮举、民族大家庭
中和谐共进的乐章。近
6000名援藏干部前赴后
继，用自己的忠诚、奉献和
担当，播撒党中央、国务院
对西藏的关怀

2014年7月，49岁的蔡家华在西藏
工作已进入第二个任期、第四个年头了。

来之前，他是广东东莞一名优秀镇
长；在西藏，他先后担任林芝地区林芝县
委书记、林芝地委副书记等职务。

访民生、作规划、抓建设、保稳定
——在沿海发达地区丰富的从政经验，
使得他即使在闭塞落后的西藏也能如鱼
得水，干得风生水起。

当地群众说，蔡书记是中央派来帮
助我们干实事的，我们信任他。

服从中央安排，为了国家利益——
像蔡家华一样，过去20年间，4496名干
部和1466名专业技术人员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的号召，毅然离开父母家人，从祖
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藏。

在这里，他们忍受着高寒缺氧对生
命的侵蚀，忍受着孤独和对家人无尽的
思念，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默默地奉献
着青春甚至生命。孔繁森、张宇、陈刚
毅、周广智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他们中的12名勇士，永远长眠在雪
域高原。

干部人才是时代的精英，是国家的
财富。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感天动地的
壮举。

这是民族大家庭中一曲和谐共进的
乐章。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开展对
口援藏，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藏
工作、着眼于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
治久安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7个省市、17家中央骨干企业、66
个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西藏全部74
个县以及直属部门——20年间，援藏工
作方针政策和体制机制日臻完善。

公路、铁路、桥梁，农居、医院、学校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一
笔笔资金投入到西藏，一个个项目建设
在西藏，一批批人才奉献在西藏，雪域高
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如果将对口援藏20年放在历史的
坐标中看，不难发现，这20年恰恰是西
藏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
大、与内地交往合作最为活跃的时期。

这是不断实现“零突破”的20年。
7615个援藏项目、260亿元援藏资金，
让天堑变通途的奇迹不断上演。西藏藏
药厂、5100矿泉水等一批特色企业快速
成长，为西藏发展夯实了根基。

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
年。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基本实现，让
雪域高原与世界只有一个鼠标点击的距
离；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
幼儿园到高中实现15年免费教育……

这是民族团结最牢固的20年。高
山牧场、田间地头，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
一起驻村进寺，访贫问苦、认亲交友，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在乡村、寺庙，到处可
见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群众的安全感、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20年历史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是我
们党西藏工作方略的丰富和发展，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面貌
的战略举措，是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这是兄弟般的情意、家
庭般的关爱，全国各界人士
和援藏干部一起对西藏伸
出援手，温暖雪域高原，托
起了西藏人民和谐稳定、繁
荣发展的梦想

海拔4200多米的日喀则地区白朗
县，过去只能种萝卜、土豆，而现在，鲜艳
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水灵灵的草莓散发
出诱人的甜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52岁的农技员张继明就是创造奇迹
的人。2000年，应山东援藏队领队之邀，
他作为蔬菜专家和老伴一起从老家济南
来到这里，引种和推广温室大棚蔬菜。

这一来，就是14年。他不是援藏干

部，但他却是待得最久的“准援藏干部”。
他说，什么高原反应、收入不高他都

能忍受，29岁的儿子不管他叫爸，这是
最难忍受的。

14年中，白朗县的温室大棚从零发展
到5367个，黄瓜、青椒、南瓜、莴苣、西瓜、
樱桃……116个果蔬品种相继引种成功。

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
朗。今天，白朗农牧民年人均收入每
100元中有20元来自果蔬。

“俺把全部手艺传授给父老乡亲，回
去才能无牵无挂。”张继明说。

关爱，奉献——憨厚的老张胸中有
着对藏族同胞兄弟般的情怀。

兄弟般的情怀，是援藏人员心中热
热的一盏明灯。

兄弟般的情怀，是援藏人员舍小我
成大爱的不竭源泉。

兄弟般的情怀，是援藏人员感召全
社会都来援藏的精神火炬。

2010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副巡视
员刘波来到拉萨担任自治区法制办副主
任，今年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援藏4年来，她的父母、丈夫、儿子
只在2011年夏集体来探亲一次。由于
头痛、胸闷等高原反应太大，家人只待了
一周，刘波就急着将他们送走。

2013年底，在留任第七批后不久，
她得知父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噩耗，
这无异于晴空霹雳。

白天，她微笑着出现在办公室；夜
里，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痛哭失声。

家人非常通情达理。每次通电话，父
亲都说自己状态很好，不用担心；母亲叮嘱
她多吃点好的，注意休息；上初中的儿子告
诉她成绩不错，还读了许多课外书……

几年心血，换来初步成果。
她牵头起草的自治区湿地保护条

例，为西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保障；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为基层民主建设
提供了依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有助于保护
藏民族历史文化瑰宝……

每一个援藏干部的背后，总有一个
无私奉献的家庭。

每一个援藏干部的身后，都有一个
强力支撑的团队。

中国电信集团40万员工连续12年
捐款，每年为对口支援的昌都地区边坝
县提供200吨大米，使当地多发的大骨
节病患者减少56％。

上海市专门成立了“援藏亲友
团”——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
小组，由市主要领导牵头、56个成员单
位组成，定期协调解决援藏工作问题。

经江苏援藏人员牵线搭桥，南京市
民捐款105万元援建了墨竹工卡县扎西
岗乡希望小学。江苏企业家、普通市民
群众经常捐款捐物，资助贫困家庭孩子
完成学业。

“醇香的美酒，吉祥的祝福，欢乐的
赞歌，洁白的哈达，献给你尊敬的援藏大
哥，祝愿你吉祥如意，扎西德勒咻……”
不知道谁写的一曲《援藏大哥》，唱出了
高原人民的感激和情意。

这是共同的家园、共同
的梦想，援藏干部和当地干
部群众携手共进，一个充满
希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将
更加壮美富饶

在高原快走几步，内地来的人会大
口喘粗气。细心的援藏干部发现，当地
人也一样会喘。

其实，高原缺氧，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援藏干部经常说，我们还可以定期

轮换，而当地干部是无法轮换的，他们的
付出远比我们大，是更值得尊敬的人。

吃糌粑，喝酥油茶，裹着大衣躺在一
张床上商量事情——在中国石油援藏干
部、那曲地区双湖县委副书记陈轩的印
象中，他和县长罗布松拉既是工作搭档，
更是好兄弟。

海拔5200米的双湖，是中国海拔最
高的建制县，长冬无夏，少电缺水，空气
含氧量只有内地平原的三分之一，自然
灾害频发。西藏人戏称，在这里工作，

“躺着都是奉献”。
2012年5月，陈轩和罗布松拉来到措

折罗玛镇一村调研。转了一圈，他们发
现，全村78户牧民分散在十几公里的范围
内，不仅架设自来水管网、电网成本极高，
就连学校、医院的建设选址都很难。

2013年4月，双湖县正式成立。陈
轩和罗布松拉是见证者，也是双湖发展
蓝图的规划者、建设者。

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明确要求，努
力实现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
定，到2020年西藏要同全国一道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党中央的指示，为对口援藏下一步
工作明确了方向。

昔日沙砾遍地、风吹沙走，今日绿树
成行、一片生机——海拔4000米的日喀
则地区南木林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
一片滩涂的变化，令人赞叹不已。

在这片被称为“生态示范区”的地
方，山东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
种下的红柳、榆树等苗木长势良好，孕育
着希望。

当地人说，三五年后，这里有望变成
万亩林海，成为日喀则乃至西藏的一处
大“氧吧”。

青藏高原是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
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和“气候调节
器”。世界屋脊的生态环境只能保护得
更好，这是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
共同心愿。

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入藏，为西
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至今仍被藏族群众尊为“白度母（女菩
萨）”化身，成为汉藏一家亲的历史见证。

今天，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密切
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稳定、繁荣的新西
藏而奋斗，汉藏一家亲的传奇正在续写。

援藏，是为了变“输血”为“造血”，加
速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已成当务之急。

在工布江达县，福建援藏干部正在
开展一项系统的“造血工程”——

他们瞄准了最贫困的农户，一对一
地挂钩帮扶，让他们尽快掌握技能，脱贫
致富；

他们瞄准了村镇干部，组织从未离
开大山的人们登上飞机，到内地城市感
受现代文明的脉搏；

他们瞄准了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
藏香猪养殖加工逐步发展，具有独特藏
文化传统的旅游业开始起步……

当前与长远相结合、项目建设与改
善民生相结合、单向援助与互利合作相
结合，今天对口援藏的领域在拓宽，内涵
在丰富，质量在提升。

巍巍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见证了西
藏过去20年的跨越式发展。

奔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诉说着民
族团结和谐并进的动人诗篇。

在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梦想的
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个美丽、和谐、
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将更加壮美
与富饶！

记者车玉明、杨步月、何雨欣
（新华社拉萨8月24日电）

世界屋脊上的雄鹰
——写在全面对口援藏2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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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037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武汉大学本科班招生
13876008159谭13005073688黎

海南时代广场写字楼招租
28层北侧，面积845m2

电话 13876696005 杨先生

催收通知
刘庆辉：
你于2013年4月18日向本人借款
人民币100万元整，期限从2013
年 4月 18日起至2013年 9月 18
日止，该笔借款已逾期未还，现依
法向你催收本息。

庄秋冬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催收通知
刘庆辉：
你于2013年9月18日向本人借款
人民币80万元整，期限从2013年
9月 18日起至2014年 3月 18日
止，该笔借款已逾期未还，现依法
向你催收本息。

庄俊龙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地恒大集团
8万元/套起，海南70年幸福小生活
6地9盘布局海南 只做地产批发价
0898-66735422/13876429325

▲李衍不慎遗失海南省公安边防
总队文工团士兵证，士兵证号为：
琼边字第30021038，特此声明。

求购医药公司
13907529828，联系人:钟先生

▲西联生荣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登字

46002919490719041X 号，现声

明作废。

▲ 符 燕 丽

（460027199208068503）于 2012

年 10月 28日在海南现代妇婴医

院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

编号：m460094853，声明作废。

▲海南铁匠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2，证件编

号 ：460000000255920，特 此 声

明。

▲儋州市那大镇新思维城堡幼儿

园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本，

代码：08254967-X，登记号：组代

管460003-461722，现声明作废

▲ 高 京 亮 ，

372832195705040014。 遗 失 驾

驶 证 ， 号 码 ：

72832195705040014。 声 明 作

废。

▲海口凯信博韵图书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

J6410013438701 ;现声明作废

▲海口享泰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 副 本 号 ：2- 1）注 册 号 ：

460100000377025，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感城镇感北村麦永利和

李六一夫妇于2007年1月31日在

海口市琼山妇产科医院出生男婴

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出生证

号：G460140904，现声明作废。

▲海南大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 2-1，注册号:

4600002020683，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8月 24 日电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来到中国铁路总公司考察并主持召
开座谈会。

在调度中心，李克强听取了运营调
度、暑期运输、安全保障情况汇报，向广
大铁路职工表示慰问。他说，我国铁路
特别是高铁的长足发展，对推动经济增
长、方便群众出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坚持安全第一，顾客至上，兼顾竞争性
与公益性，做到科学调度，使运能得到高
效利用，确保货畅其运、人畅其流。

李克强与公司规划部门同志就铁路

建设规划等问题进行交流。他说，要立
足构建大交通体系，统筹谋划铁路建设
特别是加强中西部铁路建设，这既有助
于促进新型城镇化，也有助于完善公共
交通体系、推行节能环保出行方式，对补
上发展短板、促进结构调整有“一石多
鸟”之效。要把加强铁路等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作为定向调控的重要举措，抓住
当前施工“黄金季节”，坚持质量第一，加
快形成在建工程实物工作量，及时跟进
后续项目，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

随后，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铁路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李克强说，去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铁道部，组建中国铁
路总公司，这是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过
去一年，通过扭住政企分开这个“牛鼻
子”，在转观念、改体制、换机制上啃“硬骨
头”、“革自己命”，做了大量工作，铁路总
公司各项改革平稳有序，转型发展成效明
显，对国企改革具有示范作用。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化国企改革，要继续突出政企政资分开，
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科学厘
清政府和企业权责边界。政府要加大简
政放权力度，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

创新监管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寓监
管于服务之中，做到“放”、“管”双到位。
国有企业特别是自然垄断行业要放开竞
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成为自主经营、充
满活力的市场主体。

李克强指出，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
具有关键作用，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快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取消或
简化前置审批，推进审批流程透明化和投
资便利化，为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和投
资创造良好环境。加快铁路建设不能只
靠国家投资“单打独斗”，要拿出市场前景

好的项目和竞争性业务吸引民间资本共
同参与，通过创新融资方式、丰富多元投
资主体，为铁路发展注入新动力。

李克强说，高铁等中国装备具有性
价比高等竞争优势，推动中国装备走向
国际市场是扩大开放的重要之举，对提
升我国对外合作水平、优化外贸结构意
义重大，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内产业转
型升级。要继续深化改革，充分用好对
外合作平台，创造有利于企业和装备走
出去的环境。企业要抢抓机遇，优势互
补，形成拳头，为中国装备在世界市场赢
得良好声誉。

李克强在中国铁路总公司考察时强调

中国装备走向国际是扩大开放重要之举
据新华社重庆8月24日电（记者何宗渝、杨

玉华）广东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意见》，至此，已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贵州、四川、湖北、
江西、山西、青海、广东16个省份出台国资国企
改革方案，发展混合所有制成为所有改革方案的

“标配”。
在已出台改革方案的16个省份中，有一半的

省份明确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时间表和目标。
如重庆提出在3－5年内将三分之二的国

企发展成混合所有制，广东提出到2017年混合
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江西提出5年
左右使70％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
济，甘肃提出到 2020 年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
60％左右。上海则提出，除了国家政策明确必
须保持国有独资的，其余企业在3－5年内实现
股权多元化。

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监管，重庆率先明确，
国有股权比例低于50％的企业不再简单套用国
有及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监管制度。此后，江苏、
北京等地也在改革方案中作出类似安排。

在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方面，超过一半的省
份提出了数量目标：重庆计划用 3－5年左右
推进 20家重点国企整体上市，80％以上的竞
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湖北提出
到2020年力争将全省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提高
到 50％；湖南提出到 2020年竞争类省属国有
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到80％左右；广东则提出
到 2020 年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由现在的
20％上升到60％。

16省份出台
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混合所有制成“标配”

新华社石家庄8月24日电（记者齐雷杰）记
者日前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今后，原告5
人以上的群体性行政诉讼、造成公民死亡或涉及
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等9种“民告官”案件，
行政机关“一把手”都应出庭应诉。无正当理由不
出庭应诉，将通报批评或依法追究责任。

河北省《关于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
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
行政诉讼出庭应诉的９种主要情形，并将出庭应
诉工作纳入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实施责
任追究。

按照规定，9种情形包括：原告5人以上的群
体性案件；本机关就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作出处理
决定的案件；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或房屋
征收、补偿的案件；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
案件；造成公民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行政赔
偿案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因撤
销、吊销行政许可导致企业停产停业或公民丧失
生活主要经济来源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本级
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机关认为需要由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负
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其他案件。

冀新规改变“民告官不见官”

造成公民死亡等9情形
行政一把手必须出庭

数读全面对口援藏20年

先后有18个省市（包括不再承担援藏任务的四川省）、17户中央企业和几十个中央部委对口援助西藏

先后有7批近6000名优秀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如今西藏全部74个县市（区）和大多数自治区直属部门已纳入对口支援范围

各对口援藏单位累计实施援藏项目7615个，投入援藏资金260亿元

初步统计，“十二五”援藏规划中安排到县及县以下的资金超过70％
制图/张昕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钱春弦）中蒙
两国民航部门将从下月18日起实施空管标准对
接，缓解欧洲与东亚及东南亚间重要空中航路的
拥堵局面，减少包括我国在内的域内众多机场延
误情况。

记者24日从中国民航局空管局获悉，经中
蒙两国民航空管单位在2014年中蒙空管协调会
议上商定，自2014年9月18日起，乌兰巴托区管
中心与北京区管中心、呼和浩特区域管制室和兰
州区域管制室的航路管制移交间隔标准，从目前
90公里缩小至30公里（除两个特定移交点外）并
签署新的管制工作协议。此举将加大连接中蒙
两国的多条国际航路、航线容量。

据民航局空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我国
中南、华东、华北、西南地区往返欧洲的航班，以
及东南亚、日韩往返欧洲的航班都需要经过中蒙
移交，此次中蒙间雷达管制移交间隔缩小后，从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深
圳宝安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兰州中川机场、
香港机场等国内机场，以及从新加坡等东南亚机
场、日韩等东北亚机场往返欧洲的航班将直接受
益，有效缓解空中拥堵。

中蒙空管部门
携手“疏浚”欧亚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