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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

恒大20周年庆典
许家印解读恒大发展历程

据了解，6月26日，恒大集团迎来成立20周

年大庆，当天在广州举行了包括发展成就展、庆

典典礼、文艺晚会等系列庆祝活动，来自全球的

1800多位重量级嘉宾出席。

作为掌舵者，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

庆典上的致辞解读了恒大20年来的跨越式发

展。回溯过去，1996年，许家印白手起家创立恒

大，当时内外部环境严峻，但许家印抓住了当时

即将取消福利分房、实现住房商品化的机遇，瞄

准房地产，并创造了广州昼夜排队购房、日进亿

元的销售奇迹，由此在广州市场立足。

2006年房地产即将进入全国范围的黄金期，

许家印开始向全国拓展，以二三线城市为主要拓

展方向，成功抢占了刚需这个市场，抓住国际资

本市场的机遇。2009年恒大集团成功上市，实

现国际化发展。

2013年起，恒大集团业务开始多元化发展，

目前恒大已形成了以地产为主业，金融、互联网

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拥有中国恒大、

恒大健康、恒腾网络、嘉凯城、恒大淘宝、恒大文

化等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16日，恒大地产发

布公告，公司名称由“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变

更为“中国恒大集团”。这在恒大发展过程中也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战略和

管理，而恒大也有“独门秘籍”。从成立到现在，

恒大针对不同阶段实施相应的发展战略，并每三

年制定一个“三年计划”；拓展到全国后，通过紧

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标准化运营模式以及民生

地产的产品定位，确保了产品质量，有效控制成

本，满足了高速发展的需求。

许家印表示，未来恒大将继续以“民生地产”

的发展理念，多元化拓展，进入与老百姓生活密

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领域。同时，在抓好企业发

展的同时，将更多的以感恩之心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

另有数据显示，2015年解决就业130多万

人，平均每天向国家纳税一个多亿；20年捐款超

过28亿，无偿投入30亿结对帮扶毕节大方县；未

来继续积极回报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出席庆典的嘉宾也是豪

华阵容。包括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新世界主席郑

家纯、复星董事长郭广昌等众多商业大佬，泰康

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太平保险总经理李劲夫、中

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华相、邮储银行副行长邵智

宝、中信银行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兴业银行副行

长薛鹤峰、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张利平、中国

银行（香港）总裁岳毅、中银国际李彤、瑞信亚洲

区主席周纪恩、德意志银行亚洲区主席迟睿、花

旗银行董事总经理Michael Borch等境内外金

融界大佬。

此外，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英国安德鲁

王子、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等300多位政要、精

英和国际友人也先后发来贺电贺信。

分析人士认为，如此强大的嘉宾阵容不仅从

侧面反应了许家印本人的个人魅力，更凸显了恒

大的实力与品牌影响力。

另悉，在庆典上，许家印致辞，将恒大的今天

归功于全体员工的拼搏和奉献。不过，业内人士

认为，恒大的快速稳健发展跟企业文化是分不开

的，“艰苦创业、努力拼搏、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的恒大企业精神、“精心策划、狠抓落实、办事高

效”的恒大工作作风、“质量树品牌、诚信立伟业”

的恒大企业宗旨，无一不体现了恒大人顽强拼搏

的刻苦创业精神。

致辞结束后，恒大在现场搭起的豪气舞台灯

光闪烁，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晚会演出。四大

朗诵名家虹云、瞿弦和、王晓梅、吴京安以诗朗诵

《感恩》开场，真情描绘了恒大曲折艰辛、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催人泪下又振奋人心。

随后，一场由窦文涛、吴小莉、朱丹担纲主

持，韩磊、林志炫、邓紫棋、范玮琪、谭维维、张靓

颖、筷子兄弟等歌手组成的豪华演出阵容为现场

嘉宾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歌唱表演，几大卫视直播

也让全国的观众过了一把瘾。

（高飞）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
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6月
23日下午，延安枣园革命纪念馆讲解
员白皓云带领着30多名吉林游客，参
观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
地旧址，重温这篇光辉著作。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就是在这
里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
的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张思德召开追悼
会，并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如今这里已被辟为“为人民服务”
广场，也叫张思德广场。毛泽东当年
演讲站过的土台子已改为石板砌成的
平台，张思德身背木材的石雕全身像

屹立其上，雕像两面矗立着镌刻有《为
人民服务》全文和描绘张思德光辉一
生的巨幅石雕。广场中轴线上嵌着
29颗红星，代表他年仅29岁便为革命
奉献一生的生命历程。

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
军解放了张思德的故乡——四川省仪
陇县六合场，也就是现在的思德乡。
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张思德便是
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位。

“张思德参加革命后，在战斗中屡
立战功，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老
虎’。”延安市委理论讲师团团长安振
华说，张思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

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
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随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张思德
经常抽时间到驻地附近老百姓家中帮
他们收割庄稼、修路、挑水。一次，一
只狼叼走了一个小孩，他提枪就追出
门外，为了防止开枪伤了孩子，他就赶
上去一把抓住狼尾巴，打死了恶狼，救
回了孩子。还有一次，外出值勤途中，
他看到一个老大娘背着一大捆柴，非
常吃力，就立即上前帮大娘把柴背回
家。此后，他就把大娘当作自己的亲
娘，常去看望，帮大娘种庄稼、做家务。

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响应党中

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到安
塞县石硖峪办生产农场，担任副队
长。当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决
定再新挖几个窑，多烧些木炭。中午
时分，由于土质松软加上雨水渗透，即
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危难之际，
张思德奋力将身边的战友推出窑外，
自己却被压在窑内，不幸牺牲。

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有人在枪
林弹雨中冒死冲锋，也需要有人在平
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张思德就是
这样一个无私的奉献者。在张思德
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

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
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完全、
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和
革命精神。

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
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
务的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党章。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自始至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

“为人民服务并没有‘过时’，仍然
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开放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尤其
需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价值导向。”延安
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教授
认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都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决定的。

记者 付瑞霞 梁爱平
（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

宗旨决定未来
——《为人民服务》演讲地回访记

一手将线穿过气圈环，一手将纱
管插在锭子上，再飞快地把线绕过导
纱钩，掐头、挂钩……6月22日晚，咸
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赵梦桃小组”生产组长王晓荣娴熟地
进行细纱“接头”。

1963年原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
间乙班四组，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以

著名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的名字命名
为“赵梦桃小组”。

赵梦桃是原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
间的一名普通工人，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她的事迹感动了一代中国人，她的

“梦桃精神”穿越时空，影响了一批又
一批纺织工人，至今仍熠熠生辉。

1936年，赵梦桃出生在河南洛阳的
一个贫苦家庭。16岁进厂工作的赵梦
桃，第一天便给自己立下了“高标准、严要
求”的规矩。第二年，她在学习“郝建秀工
作法”活动中，以最优异的成绩第一个戴
上了“郝建秀红围腰”。很快，她凭着“行
动快、工作实”成为厂里的业务骨干。

挡车时，别人巡回一次需要3分
钟到5分钟，赵梦桃只用2分50秒。
进厂不到两年，她就创造了千锭小时
断头只有55根、皮辊花率1.89％的好
成绩。她还第一个响应厂党委“扩台
扩锭”的号召，看车能力从200锭扩大
到600锭，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1953年，赵梦桃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同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三年后，作为纺织工人的优秀
党员代表，她参加了党的“八大”。

在她的影响下，当时的西北国棉

一厂，“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
成风。“抢困难、送方便”、“不让一个姐
妹掉队”是赵梦桃对自己的要求和对
同组姐妹们的承诺。为了帮助姐妹们
完成生产任务，她曾十多次将使用顺
手的好车床主动让给别人，自己克服
困难开陈旧的“老虎车”。1952年到
1959年，赵梦桃创造了月月完成国家
计划的纪录，还帮助十多位同志成为
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1963年，赵梦桃创造了一套先进
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在陕西省纺织行
业中全面推广。然而，这一年6月23
日，这位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
社会主义建设的细纱女工，不幸因病
逝世，年仅28岁。

如今，赵梦桃曾经用的老旧设备，
已经换成了先进的机器，赵梦桃小组
的组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原西北国棉
一厂也经历改制、重组、搬迁成为咸阳
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但“梦桃精
神”依然是全体员工心中的一座灯塔。

22日，记者来到一分厂的“梦桃之
家”，墙面上一组照片让这位曾经享誉全
国的劳模形象生动起来：赵梦桃头戴白
帽、身着白围裙、目光专注、嘴角挂着笑

容。照片上方“梦桃精神 代代相传”的
金字标语格外瞩目，每位新进厂的员工
都要来此接受“梦桃精神”的教育。

王晓荣说，“梦桃精神”就是赵梦
桃倡导和表现出来的“高标准、严要
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
和“不让一个姐妹掉队”。

1991 年入厂工作的王晓荣，是
“赵梦桃小组”的第12任生产组长，也
是“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称号”获得
者。她带领14名平均年龄26岁的组
员们，负责40台细纱机。一台细纱机
有1392个纱锭，一个人负责三台半到
四台细纱机。常年高温高湿车间里，
组员们一工作就是12个小时。

尽管工作强度已经不小，赵梦桃
小组仍保持着“班前、班后集中练兵半
小时”的优良传统，让每个组员的技艺
精益求精。如果其他小组的技术水平
是优，“赵梦桃小组”就要达到优一级，
小组成员何菲说，“我们就是要在同等
条件下，做到最好。”

“组龄”10年的何菲多次在技术
比武中取得好成绩，被评为咸阳市纺
织行业“青年突击手”。“赵梦桃小组”
成立50多年来，先后30多次被评为

全国或省部级先进班组，培养出翟福
兰、韩玉梅、周惠芝、刘小萍等十余位
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和19位省、
部级技术标兵、操作能手。

小组成员在认真工作，比学赶超
的同时，不忘帮助其他同志提高技术、
完成任务。交接班时，不给下一班留
问题，帮助解决上一班留下的困难。
她们改良创新的“单手分丝包卷法”已
在车间推广。

“赵梦桃小组”的身影还频繁出现
在社会公益活动中，“梦桃精神”继续感
染着众多市民。2013年，“赵梦桃小组
志愿服务队”成立，并加入了陕西省慈
善协会和咸阳市职工志愿者服务队。
他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植树、看望
孤寡老人、担当义务交通协管员等，希
望将“梦桃精神”发扬到全社会。

晚上22时多，车间里的机器仍
在轰隆隆运转，“赵梦桃小组”的成员
在细纱机间一遍遍巡查着，不时“接
头”、更换纱锭。“‘梦桃精神’激励着
我们在平凡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也
应该成为更多劳动者的精神动力。”
王晓荣说。 记者 蔡馨逸

（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

“梦桃精神”穿越时空发扬光大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罗沙 熊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7日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了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张力军受贿一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1998
年至2013年，被告人张力军利用担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局计划财务司司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总局规划与财务司司长、污染控制司
司长、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产品经销、项目审批、
职务升迁、子女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2万余元。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张力军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张力军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张力军的亲属，
全国、北京市及丰台区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

张力军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长沙6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26
日晚在湖南省宜章县获悉，公安部副部长黄明、
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孙华山等已经赶到宜凤高
速事故现场，指导事故调查处置。

26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一辆大客车，由
湖南省耒阳开往湖南省宜章的莽山。在宜凤高
速东溪大桥撞向高速公路中间隔离带，再撞向
右边东溪大桥护栏，油箱漏油起火。据26日晚
最新统计，起火客车上共有57名人员，这一事
故共造成35人死亡，1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紧
急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宜凤高速一辆大客车起火
35人死亡13人受伤

6月27日，工作人员在宜章县安排的家属
血样采集点采集遇难者家属血样。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上海6月27日电（记者
许晓青 杨金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完
成了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展览陈列扩
容，将于7月1日重新向公众开放。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
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当时代表们
聚集在狭小的石库门厅堂里，探讨中
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此揭开了中国共

产党开天辟地的革命与建设之路。
中共一大会址被誉为中国共产党

的红色发源地。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
张黎明说，基础陈列扩容更新后，在完
整保存会址原貌和内部陈列基础上，展
览面积从450平方米增至1000平方
米，新增文物陈列120件，其中国家一
级文物20余件，并增加多媒体互动设施。

据介绍，纪念馆从俄罗斯档案部
门最新取得的一批1920－1922年历

史文献将首次亮相。见证中共一大的
共产国际代表、俄籍情报人员尼克尔
斯基的史料以往鲜有展示，此次一份
署名尼克尔斯基、于1922年向远东人
民代表大会介绍中共情况的加密电报
译文作为确凿史料公开。

由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的后
代捐赠的一方菊花砚台也十分醒目。
这是1921－1922年间，位于上海的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公用砚台，早期由

与马林共事过的罗章龙保存，后赠予马
林家属，2009年马林的女儿正式将砚
台捐赠一大会址纪念馆。

扩容后，馆内展览对1921年在上
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全国13名出席者，
逐一介绍履历。他们是：上海的李达、
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
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
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
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

委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
馆内还新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

党”主题塑像，陈独秀、李大钊两位重
要历史人物形象同时出现在展区。中
共一大召开场景，则通过一组大型雕
塑群像还原，场面庄严肃穆。

此外，1920年春陈望道在家乡义
乌山村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本的
场景，也在馆内生动还原，观众可进行
沉浸式体验。

中共一大会址完成十多年来最大规模展览陈列扩容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6月27日中午

12时，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在新华网、中国记
协网（中华新闻传媒网）公示第二十六届中国新
闻奖、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参评材料。本次公
示截至7月11日中午12时结束。

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均可通过电话、传真、
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举报或评议意见。
评奖办公室将按规定受理、核查举报意见，并将
评议意见提交评选委员会参考。

据悉，8月下旬评选工作结束后，评奖办公室
还将在新华网、中国记协网（中华新闻传媒网）公
示评选结果，欢迎社会各界继续监督、评议。

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
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
参评材料今起公示

光辉历程

赵梦桃在车间里（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