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70 年前，“凯歌进新疆”，天山
南北和平得解放，各族人民喜迎新
中国。

由中国军人选址、规划、建设的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在
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创
造了荒原变家园的人间奇迹，谱写出
新中国屯垦戍边的壮丽篇章，奏响了
新疆现代化建设的雄壮乐章，走出了
一条勇于开拓创新、追求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

“共和国军垦第一城”
“石河子从一张白纸起家，发展到

现在，靠的是兵团人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的精神。”90岁的第一代老军垦陆
振欧从建城之初，一直在石河子工作、
生活。

70年前的荒凉情景，他至今记
忆犹新，“那时只有车马店、卖馕的几
户人家，除了北面芦苇地，到处是荒
滩戈壁。”

第一代军垦战士在当时条件下，
人拉肩扛、挖渠引水、改造苇湖、开垦
荒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纺
出了新疆第一缕纱，织出了第一匹布，
榨出了第一块方糖。

在石河子市中心军垦文化广场
上，“军垦第一犁”雕塑向人们诉说着
当年军垦战士人力拉犁开荒的艰辛，
象征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目前，北斗卫星导航拖拉机自动
驾驶系统在新疆兵团已得到广泛应
用，新疆兵团综合农机化水平已达
93%。

2018年 11月，国务院正式同意
石河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八师石河子市
党委书记、八师政委董沂峰说，当地
将围绕比较优势谋划产业，打造千亿
级园区、发展千亿级产业集群，发挥
兵团主力师的作用，当好兵团经济发
展的排头兵。

沙漠中的“戈壁明珠”
北一路、东二路、南三路……在

石河子街头，这样的路名比比皆是。
除了棋盘式街道设计令人惊叹城市
的规整，“先栽树、后铺路，以树定路、
以树定规划”的绿化构思同样令人印
象深刻。

人称“树痴”的王课德今年74岁，
是石河子市园林处绿化队退休职工。

1961 年，从山东青岛来到石河
子，王课德和大家一样，住在地窝子
里。“风沙很大，睡觉时要把头蒙住，

早晨起来会从衣服里抖出很多沙
子。”他说。

新疆冬天寒冷，脆弱的小树苗成
活率很低。王课德和他的同事们想出
了办法：秋季把小树苗打捆，放进自家
菜窖里“越冬”，不仅让树苗存活下来，
栽种后成活率也大大提高。

给树浇水时，尽管作业区离家只
有20米，但王课德总是在地里打地
铺，冷了就烤火取暖，一门心思只想把
树种活，“树痴”之名由此传开。

王课德种了一辈子树，三个孩子
也都从事过植树造林的职业。他说：

“现在走在街上，看到每棵树，就像自
己的孩子一样，很欣慰。”

如今，石河子城市绿地面积达
2580公顷，其中，公园绿地341公顷，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市区100
多种花木植物、230余万株大树，撑起
了城市绿色的骨架，造就了“戈壁明
珠”的美名。

向西开放的中心城市
“创天山伟业，造天下绿洲”——

新疆天业集团总部门外的标语昭示了
这家企业的宏伟目标。

2018年，新疆天业集团中欧班列
集结站发运中欧班列106列，再创历
史新高，面向中亚市场的辐射带动作
用进一步显现。

历史经验证明，唯有改革，才能汇
聚强大发展动能。

根据新疆兵团党委对八师石河子
市发展定位，八师石河子市提出，以石
河子市为中心规划建设北疆兵团城镇
带，加速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着
力打造“科技教育中心、医疗服务中
心、军垦文化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
贸物流中心、现代金融中心”六大中
心，在新的历史阶段让“共和国军垦第
一城”焕发新光彩。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17日电）

从无人之地到宜居之城
——新疆兵团八师石河子市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退役军人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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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听取2019年全国两会建
议提案承办情况汇报，要求更好汇聚
众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确
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
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会议指出，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
政协委员提案，是集中各方智慧、改进
政府工作、推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
举措。今年国务院部门承办的全国两
会建议提案占总数94%以上。各部
门要增强责任感，把办理建议提案作
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抓手，

推动政策措施更好适应改革发展需要
和回应群众期盼。

会议要求，一是压实责任，将建议
提案办理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
考核。对涉及企业和群众的痛点堵点
难点，年内能解决的要限期解决，暂时
难以解决的也要积极推动。二是创新
方式，畅通政府与代表委员联系的“直
通车”。建议提案答复前要深入调研，
与代表委员直接沟通，有需要的要召
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三是
认真做好办理回复，及时反馈办理情
况，并进一步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对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群众普遍关注的

答复，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四是切实
提高办理质量，力戒形式主义，用实打
实的举措解决问题，提升政府工作水
平和人民群众获得感。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
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
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

一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实施
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货币政
策工具，扩大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规
模，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
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针对融资难
融资贵主要集中在民营和小微企业的

问题，要将释放的增量资金用于民营
和小微企业贷款。推广债券融资支持
工具，确保今年民营企业发债融资规
模、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
债券规模均超过2018年水平。

二要推动银行健全“敢贷、愿贷、能
贷”的考核激励机制，支持单独制定普
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工农中建交5
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
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
再降低1个百分点。引导其他金融机
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三要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降低企业

融资费用。中央财政继续安排资金，实
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年度支持小微企业
2000亿元担保贷款、户数10万户以
上。各地要尽早实现单户担保金额500
万元以下小微企业担保费率不超过1%、
500万元以上不超过1.5%的目标。

四要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比
重，降低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清
理规范企业抵押登记、资产评估、过桥
等附加费用，有关部门要对企业融资
中的不合理和违规收费联合开展专项
检查，减轻企业负担。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丰碑永镌赤子心
——记长期坚持为抗日英烈树碑
立传的退役军人金春燮

没有哪条规定明确，也没有哪个部门要求，哪
些事应该由金春燮来做。相反，他有更多拒绝的
理由：缺钱、缺人、缺资料、身体不好……

实际上，金春燮却是放着清闲日子不过，主动担
起为抗日英烈树碑立传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

2005年，金春燮退休，担任吉林省汪清县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汪清县地处长白山麓，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县是延边地区
最大的战场，境内曾发生过105场战斗，有抗日烈
士墓地和抗联遗址177处，600多名抗日将士长
眠于此。

但就是在这片烈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金
春燮发现，很多孩子不了解那段历史，不知道那些
英雄。“不能让历史在我们这一代湮没、断档。”

抗战遗址要保护，英烈墓地要修缮，英雄事迹
要整理，金春燮一缺人手，二少经费。那段日子，
抗日英烈的足迹走过哪里，他就追寻到哪里。有
些地方不通车，他就走着去；钱不够了，他就一个
单位接一个单位、一家企业接一家企业去筹集。

每当有人提供帮助或慷慨解囊，金春燮都会
说同样的话：“我替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600多位
烈士谢谢你们！”

被敌人残忍杀害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相
和、以自杀表达和平意愿并给游击队留下大量子
弹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金春燮带着同事
们费尽波折，搜集整理出一个又一个散落民间、口
耳相传的英雄故事。

10多年来，金春燮先后编纂《战斗在白山黑
水》《汪清英烈传》等40多本资料书籍和小册子，
组织拍摄多部电视宣传片、传记片，还创办了吉林
省首个县级运营的“英烈网”。

“纪念碑立起来了，史料整理出来了，网站建
起来了，抗战精神也就立了起来。”金春燮说，这些
年虽然辛苦，但能为英雄树碑立传，一辈子值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者梅常伟）

开局平稳！

一季度中国经济
同比增长6.4%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
雨萧）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213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4%，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持平，比上年
同期和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当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介绍，总的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运
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
态势，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外交部：

梵蒂冈代表将出席北京世园会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吴嘉林 成

欣）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17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梵蒂冈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是2019年中
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北京世园会）梵方总代
表，将应北京世园会组委会邀请，出席相关活动。

陆慷说，北京世园会是国际级别最高的世界
园艺博览会。“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将有110
个国家和组织参加。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世园会，
与参会各方共同促进绿色发展。”

关于中梵关系，陆慷表示：“去年9月中梵签
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以来，双方继续保
持接触商谈，推动关系改善进程。”

2019年年初，由海军合肥舰、
运城舰、长白山舰和洪湖舰组成的
远海训练编队，在南海、西太平洋等
海域圆满完成远海联合训练后返回
湛江军港，历时34天，航程10000
海里。

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民海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化远海实兵
对抗演练，全面提升海上威慑和实
战能力。

从东海、南海到太平洋，从空
中、水面到水下，海军舰艇编队、航

空兵一次次突破岛链，展开潜舰机
攻防对抗、防空反潜、航空兵远程突
击、海空联合火力打击等一系列实
战化课题演练，实战化训练不断向
远海远域拓展，人民海军越来越从
容地拥抱大洋。

结束“环太平洋-2016”任务返
程途中的西安舰编队，与荆州舰远
海训练编队“狭路相逢”之后，展开
了连续48小时的“背靠背”高强度
对抗演练。而在2018年，人民海军
就组织进行了10余批次远海实战
化训练，训练难度强度也不断提升。

2018年4月20日，晨曦微露的
西太平洋某海域，一架架歼-15舰
载战斗机冲出辽宁舰舰艏，飞上蓝
天。由辽宁舰和数艘驱护舰组成的
航母编队，与扮演蓝方的导弹驱逐
舰济南舰、长春舰展开综合攻防对
抗演练，这标志着人民海军航母编
队远海舰机兵力协同运用开始向深
度拓展。

近年来，海军大力推动远海实
战化训练的“品牌化”。“机动”系列
实兵对抗演习是人民海军组织的跨
海区、跨舰队的对抗演习。演练从

参演编队起航开始，同步带动航线
附近的海军航空兵和机动岸导、观
通等岸基兵力进行实兵对抗，在不
同的国际海域，同水面舰艇、潜艇、
航空兵等部队进行一系列复杂战场
环境下的实兵对抗演练。

此外，人民海军还加快“走出
去”步伐，联演联训、亚丁湾护航、海
外撤侨、远航访问、环球航行、海外
医疗服务、国际救援等行动“含金
量”不断提高，展示了开放、自信、和
平的大国海军形象。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使台海局势
更趋恶化的危险之举
——评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国防部日前批准总价5亿美
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宣称此举体现对
台湾维持足够防卫能力的支持。随
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急切切表
达“感谢”，并赤裸裸袒露心迹称此次
军售“来得及时”。以台制华与挟洋自
重各怀鬼胎、一唱一和，使本就复杂严
峻的台海局势更趋恶化。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
题。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
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
坚定的。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不断
打“台湾牌”以遏制中国，尤其在对台军
售与美台军事交流方面动作频频，严重
损害中美关系，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
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
方再度挑动台海敏感神经，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引起两岸中国人强烈愤慨，日前
就有台湾团体和民众举行抗议，谴责美
国对台军售，诉求“不要战争，要和平”

“台湾不当美国棋子”。在此，我们要奉
劝美方，认清对台军售的高度敏感性和
严重危害性，纠正错误，信守承诺，切实
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对于美国此次对台军售，权力摇摇
欲坠的民进党当局喜出望外，仿佛得到
了一根“救命稻草”。近期，蔡英文和民
进党当局不断拉高挑衅大陆调门，极力
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公然叫嚣

“寸土不让、坚守不退”“务必第一时间
强势驱离”。面对明年的岛内“大选”，
为保自身权位，抢抱美国大腿，甘当马
前卒，不惜让台湾充当外部干涉势力的
棋子，罔顾台湾百姓安危福祉，此人此
党不仅错判形势，更背离民心，已难逃
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可悲下场。

美国的武器保不了台湾的安全，
蔡英文和民进党靠挟洋自重、恐吓人
民也保不了他们的权位，狂言叫嚣只
是色厉内荏。我们要正告蔡英文、民
进党和“台独”势力，不要玩火，想都不
要想，倒行逆施者注定是孤家寡人。

124年前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
订，台湾由此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世纪，
成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今日之中
国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
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两岸关系·时评

70年前，人民海军从江苏白马庙启航。在炮火中成长、在发展中壮大，人民海军朝向世界一流海军的建设目
标，劈波斩浪走向深蓝。

70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伴随着浩瀚海洋留下的一道道壮美航迹，展示新时代海军
部队勠力强军兴军的新兴风貌，彰显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强意志；伴随着一串串纵横往来的壮美航迹，传递友谊、
维护和平，加强海上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在全球舞台上展现着新时代中国军队的大国担当。

4月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届时将举行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即日起，新华社开
设“人民海军70年”专栏，围绕人民海军政治建设、实战化训练、保障体系建设、装备发展成就、履行国际义务、人才
队伍建设等方面，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对人民海军建设发展成就以及相关活动进行充分报道，展示人民海军强
军兴军的时代风貌，彰显人民海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意志。

人民海军实战化训练向远海远域拓展

从生产来看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5%
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4%
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8.3%
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1.5个百分点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3%
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

从就业方面看

一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324万人
3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
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从市场预期看

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24.6
比上年四季度提高3.2点

制图/张昕

开
栏
的
话

人民海军70年

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这是参加阅兵式的海军陆战队方队。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