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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牵动人心。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经济增长动

能转换，改革迎难而进的步伐更加坚定。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向、保持

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日前在东北三
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必须进行到
底。这是关键一招，也是必由之路。

坚持改革才能破解难题

今年以来，一些被视为“大手笔”的改革
正在破题——

9月 11日，在各界的关切和期待中，自
然资源部“三定”方案出炉。整合八部门相
关职能，告别“九龙治水”，事关中国资源家
底管护的这一方案阵容强大。

短短数月，各新组建或重新组建部门挂
牌、转隶、拟定“三定”方案等工作迅速展
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大刀阔斧的节奏令
海内外瞩目。

今年以来，一些要啃硬骨、涉险滩的改
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5月，《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
的意见》出台，直指现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
机制市场化分配程度不高、分配秩序不够规
范、监管体制尚不健全等问题。

今年以来，一些事关服务群众和企业的
改革不断释放红利——

在广东，不久前上线的“粤省事”小程
序，目前已推出驾驶证、居住证、完税证明等
12种高频证照应用，提供266项审批事项和
便民政务服务。其中 156项事项“最多跑一
次”，110项事项“一次都不跑”。

医改聚焦疫苗管理体制等问题，教改向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等方面拓展……一
系列民生改革，透出暖人温度。

涉企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照后减证”，
减税降费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一系列
改革措施，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继续发力。

今年以来，尽管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影
响，一些改革仍然在压力下坚定前行——

6月28日，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公布，外资进入银行、证券、电网建设、
铁路干线路网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将取消。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依然
如期兑现。

特斯拉在美国之外首个超级工厂将落
户上海临港，宝马增资建设电动汽车全球出
口基地，桥水等知名对冲基金加速布局中国
资本市场……国际资本用行动“投票”，进入
越开越大的中国开放之门。

“大大提速”——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
墨池如此评价过去一年半以来中国的改革
进程，“这体现在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加强、消
费品关税大幅下调、地方营商环境和外资企
业研发环境改善等各方面。”

着眼当前，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向前的
每一步都是挑战，改革措施落实还需要加
力，还有许多关隘需要从深处攻克——

舟至中流的“放管服”改革，在放权的基
础上，下一步如何提升政府整体效能，避免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如何

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的利益
冲突，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面对“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了的乡
村”，为城乡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亿万农业
转移人口，如何让他们“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梦想照进现实？

……
“新时代，不是缓改革，必须加快推进；

不是小改革，必须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
须啃硬骨头；不是假改革，必须落地有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

坚持改革才能释放活力

近 1000万人——这是前 8个月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的人数，距离完成全年 1100万
人以上的就业目标还剩一成。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

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就业影响首当其
冲背景下，为什么能稳住就业？

重庆，一家名为“猪八戒网”的人才共享
平台，经过十余年发展，已汇集全球超过700
万企业用户和超过 1300 万人才服务提供
商，让超过 100万人在线就业、孵化超过 15
万家企业。

“抓住我国创新创业、转型升级的宝贵
机遇，数百万家企业通过分享经济平台找到
人才，更多创新创业者实现人生价值。”猪八
戒网创始人、CEO朱明跃说。

超过200万人的快递“大军”、超过2000
万人的微商从业队伍……生动诠释着中国
就业的活力和多彩。

机制灵活、贴近市场的 2700 多万家民
营企业、65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抓住“互联
网+”、分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带来的机遇，不
仅为自身赢得发展空间，也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

这是一组有说服力的数据——
过去 5 年，中国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

80%，跨入“亿户时代”，其中私营企业数量
增幅高达146%，注册资本增长近5倍；

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
续 5年超过 60%，民营经济解决了 80%的就
业，占 GDP 比重超过 60%，撑起“半壁江
山”；

在创新驱动发展中，民营企业完成了我
国 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批优秀的民营
企业家走上国际舞台，成为耀眼的中国名
片……

从现实观察，民营经济不但没有削弱，
反而更加活跃；从未来着眼，民营经济面临
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离场”，而是如何进一步
健康发展。

不可否认，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一些
困难——

内外环境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叠加土
地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升级、债务压
力陡增、融资支持偏弱……一部分企业经营
遇困，一些企业面临生死考验。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要靠改革来解决。
近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密集调研，在多个

场合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明确表态。习近平总
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明晰

而有力——
“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

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依法
保护民营企业权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继续发展壮大。”

支持包括民资、外资等非公有资本参与
国企改制重组，降低民间资本进入交通、能
源、环保等重点领域门槛……改革推向纵
深，一些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

浙江，我国首条民资控股高铁杭绍台铁
路线路上半年正式获得批复；

大连，民企沙钢集团为主的战略投资者
进入东北特钢，通过一系列革新举措，今年
一举扭亏为盈；

在引入包括腾讯、百度、阿里、京东等民
资在内的14家战略投资者后，中国联通今年
上半年净利润大幅增长144.9%……

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认为，通过引入
其他资本，可倒逼国有企业内部机制改革，
真正让国有企业活起来。

改革出“大招”，政策亮“实招”——
今年以来，张文中案等重大涉产权案件

依法改判取得实质性突破；有诸多歧视性规
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废止；全国统一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全面实施；全年减税
降费将超过1.3万亿元……

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在整体投资增速
有所下滑的形势下，今年一季度、上半年和
前 8个月民间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部投资
1.4、2.4和 3.4个百分点，呈领涨态势。

不拒众流，方成江海。
在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大潮中，

民营经济不会“离场”。在党和政府的鼓励、
支持和引导下，在各种所有制经济百花齐
放、日益融合的大趋势中，一定会涌现出更
多“弄潮儿”。

坚持改革才能造福人民

利益博弈，始终是改革绕不开的坎。
2017年，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在北京落地

实施。其时，“医院难以为继”“看病变相涨
价”等反对声不绝于耳。

一年后，这些担心并未成真。全市累计
节省医药费 60多亿元，个人医药负担减轻，
医疗机构收入总量基本稳定。

无可否认，相比改革之初普遍受益的
“帕累托改进”，今天的改革面临更多掣肘：
要确保效率，也要维护公平；要鼓励竞争，也
要保障底线；要尊重差异，也要凝聚共识。

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难题还有很多——
拓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能否严

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
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平衡好国家、集
体、个人利益？

电、气等价格改革，能否既确保企业保
障供应，又充分兼顾居民承受能力，达到优
化能源结构、改善大气污染的公共政策目
标？

……
难题很多，但并非无解。改革，必然要

经历从激烈博弈到逐步均衡的过程。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不少人享受了近

千个国有景区免费开放或降价的实惠。这
正是各方能够接受的方案：让门票价格既兼
顾公共景区公益性，又保证其合理的保本盈

利与可持续发展。
博弈，不等于此消彼长，同样可以兼顾

共赢。
杭州富阳区，是《富春山居图》的创作之

地。然而，有千年造纸历史的富阳，曾一度
陷入美丽和发展难两全的困境。

坚决推动造纸行业转型升级，富阳腾笼
换鸟，以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金融等新经
济新产业代替传统产业，一步步从“荒山恶
水”变回“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正是在一步步
协调区域、群体利益关系中实现的。

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
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发展政策，激发了各方
面的积极性，带来卓著成效——

40年来，7亿多人成功摆脱贫困；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974元，
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的承诺掷地有声。

扶贫托底，改革通过保基本以促公平。
乡村教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则被认
为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环。

因学校条件简陋、缺少师资，河南新安
铁门镇陈村小学老君洞教学点一度濒临撤
并。得益于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改革推
进，这里如今已成为新安县“最美乡村学
校”。

削峰填谷，改革通过调分配以促公平。
2018 年 10 月 1日起，个人所得税改革

带来第一波减税“红包”：纳税人的工资薪金
所得“起征点”调至 5000元，并适用新税率
表。综合来看，中等以下收入者成为获益最
大的群体。

共建共享，改革通过高质量发展以促公
平。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拦水筑坝、
截江断流的水权之争，上游污染、下游吃苦
的生态之殇，曾经触目惊心。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深刻变革中，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让大家可以共饮一江
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说，改革的
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
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实现共享的目
标。

如果说改革的过程是利益的调整，那么
改革的目的则是利益的共享。消除贫困、改
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正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
2012年的 2.88∶1，降至2017年的 2.71∶1；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 37.5%，降至
2017年的 31.2%。配套改革接续推进，民生
保障网织密扎牢，亿万人民既是改革的主
力，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改革，还在路上。
“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

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
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为坚定不移推进改
革开放指明方向：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
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之二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1911年出生于贵
州省毕节县。因家境贫寒，早年在一家商号当学徒。
1927年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来到上海，在沪东团区委工
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林青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1933年，出
狱后返回家乡毕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在斗争
中发展进步青年入党。1934年 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
建立了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党在贵州建立
的第一个支部。

林 青 在 毕 节 的 抗 日 救 亡 活 动 ，积 极 而 有 成
效。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革命的群
众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文艺的方式推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林青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仇
视。1934年夏，林青等人被迫离开毕节，到贵阳和安
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5年 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闻讯
来到遵义，找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
贵州党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

李维汉代表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指
示林青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
兼遵义县委书记。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
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交给了中央特派
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作出了贡献。同时，林青又将从
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
宣传抗日。

同年 7月 19日，林青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先
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妄图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被
林青坚决拒绝。敌人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和死亡威
胁，妄图撬开他的嘴。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林青坚贞
不屈，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

1935 年 9月 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行刑
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
亡。凶残的敌人为阻止他，竟然用刺刀刺进他的口
中……林青英勇就义，年仅 24岁。

（据新华社贵阳10月4日电）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出生在山东掖县（今
烟台莱州市）。早年到东北谋生。后在吉林等地从事
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赴苏联学习，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4年冬，李学忠回国赴东满地区工作。1935
年 5月 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2军正式成立，王德
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
任。在李学忠的主持下，第2军政治部发表了《告民众
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群众和人民革命
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此时的抗日武装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自
5月起，日寇便调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封锁
与扫荡。为打破敌军的封锁，集聚更多抗日力量，成
立不久的第 2军开始西征。李学忠主动请缨，率领两
个连 150余人组成远征队，希望打通与杨靖宇的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 1军联系。经过艰苦跋涉与多次血战，
10月初李学忠的远征队在濛江那尔轰与杨靖宇部胜
利会师。东满、南满两大游击区，由此有了紧密的联
系。这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的成立，
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6年 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2军改编为东北
抗日联军第2军，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他
率部到辽宁省抚松县大碱场兵工厂开展工作，突遭日
军“讨伐队”袭击。李学忠指挥部队奋勇反击，激战
中，李学忠身负重伤牺牲，年仅26岁。

（据新华社济南10月9日电）

李学忠：
烈火淬炼真男儿

林青：
满腔热血好青年

黄甦，1908年出生于佛山市禅城区一个粤剧艺人
家庭。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罢工开始后，任纠察
队第九支队队长。他率领队员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
受了锻炼和考验。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 12月，黄甦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
敢死队队长，带队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起义失败
后，他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先后任香港摩
托车职工总会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中共广东
省委常委兼军委委员。

1930年 12月，黄甦奉命离开香港到闽西革命根
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新红12军政委、第34师
政委、第 1军团第 1师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反“围剿”战斗。1934年 9月任红 8军团政治委员兼
21师政治委员。后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 1月复任
红 1军团第 1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强
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和策应第 2
师4团夺占泸定桥等战役战斗。

1935年 9月，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支队，黄甦先后任陕甘支队 2 大队政委、5 大队政
委。11月 7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
窑堡后，决定于 11月 20日在直罗镇发起歼灭战。此
时，已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南第 73师政委的黄甦，主
动请求参加这一战役。11月 21日拂晓，黄甦率部队
向敌军重兵踞守的要害部位猛烈进攻，在率部夺取山
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
役时说，我们时刻准备牺牲，我们的牺牲是换得全国全
世界工农的解放。黄甦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牺牲是
有意义的。

（据新华社广州10月5日电）

黄甦：
红军队里一虎将

（上接第一版）
能与猕猴桃媲美的，当属西峡香菇。

2017年，西峡香菇出口额达到6.5亿美元，出
口量全国第一。西峡香菇无公害、无残留农
药，符合出口免检标准，深受美国、俄罗斯、
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
欢迎，“西峡香菇甲天下”的美誉早已名声在
外！

西峡这样做最初也是迫不得已。“七山
一水二分田”的西峡要让农民富起来，就不
能靠种庄稼为生，而必须走高效农业之路。
他们因地制宜，以猕猴桃、山茱萸、香菇为代
表，形成的“果、药、菌”三大产业，成为生态
农业的点睛之笔。

西峡以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农田变成
车间，实施标准化生产，采用“公司+基地+合
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对农产品实行
统一育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强力推进无
公害有机种植。投资 1000万元建立了猕猴
桃研究所，制定了猕猴桃生产技术规范，与
中国林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5家权威机构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买断了中国农业大学
SOD猕猴桃生产专利。宛西制药投资1000
万元，在 8个乡镇建立山茱萸 GAP基地，公
司为药农提供技术和农资支持，对产品实行
保护价收购。

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无公害山茱萸22
万亩，猕猴桃 12.5 万亩，香菇产量 20万吨，
有 30多种名优产品叫响国内外市场。山茱
萸、猕猴桃、香菇荣获“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跻身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行列。

数据显示，香菇、猕猴桃、山茱萸三大特
色农业年产值达51.5亿元，对西峡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贡献份额超过65%。

伴着秋风暖阳，漫步硕果累累的猕猴桃
果园，穿行在灿若云霞的山茱萸基地，徜徉

于菌香飘溢的香菇大棚，本身就是一种美妙
的生态观光之旅，瓜果飘香的田园体验何等
美好！

“生态防线”让工业飞奔

位于县城东北部丘陵地段的产业集聚
区，是西峡县的“工业硅谷”。

焊接、组装、调试、下线……在河南环碧
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个个
形状各异、量身定做的“艺术品”，在工人师
傅的精心雕琢下，走下生产线，运往全国各
地。

正在车间指导生产的公司董事长刘宗
泽告诉记者，这批设备是 2018年的第 10批
订单，公司产品畅销河南、四川、湖北、陕西、
浙江等地。

西峡县产业集聚区相关负责同志自豪
地说，集聚区内的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科
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小，他们自己取名曰“绿色项目”。正是它
们，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后劲。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涵养区的
西峡，早就为工业发展定了“调”：宁要生态
环保的低速度，也不要破坏环境的高速
度！来西峡投资的老板都知道，要想入驻
西峡产业集聚区，必须过一道铁打的“生态
防线”。

近年来，西峡县先后关停了水泥、造纸、
玻璃等重污染企业 237家，依法取缔了小黄
金、小石墨、小炼钒等“十五小”项目 786个，
否决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新项目 40余个。
与此同时，经过遴选，一大批“绿色项目”、环
保项目扎堆西峡，一大批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的新项目正加速推进。

在位于集聚区的河南通宇新能源汽车

公司，随着一声清脆的鸣笛声，又一辆油电
混合新能源汽车下线。企业负责人程明奎
介绍，2010年 7月通宇公司与武汉理工大
学合作，筹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项目。经
过 3年科研攻关，成功研制出电驱动变速器
的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拥有新能源汽车驱动
系统相关技术专利十余项，获得年产 1000
辆新能源动力专用车的批量生产资质，填补
了南阳市整车生产的空白。

除此之外，瞄准新能源，西峡县新引进
三江实业与西峡纳昂福新能源汽车合作投
资 6.9 亿元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杭州热
电集团与龙成集团合作投资 5.8亿元的热电
联产，华仪风能投资 3亿元的风电装备生产
等项目 15个，合同引资 70.4亿元，到位资金
59.7亿元。

对于高端制造业，重点则是提档升级。
西峡县抓好西排公司涡轮增压壳、众德公
司机器人智能化改造、特材公司高温油气
分离设备等 38个“高新项目”，引导企业走
生产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品牌国际化道
路。今年上半年，全县装备制造业实现产
值 73.8 亿元、销售收入 70.2 亿元，同比增长
超过 30%。

……
独特的生态优势，科学的生态理念，不

但没有阻碍发展，反而让西峡在新一轮发展
中赢得了先机：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276
家，产值 500亿元，连续七年综合考评南阳
市第一，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快县，荣
获“全国可持续发展生态示范县”。

全域旅游让城乡一样美

徜徉五里桥镇白庙村，粮票、粮仓、纺
车、豆腐坊这些老物件，让熟悉的乡愁扑面

而来。这里是有名的“网红村”，一到节假日
就进入“堵车模式”。

流连太平镇鱼库村的民俗宾馆则是另
一种风情。外面原汁原味的农家，一脚踏进
门，便可见古色古香、清幽雅致的茶室。古
典与现代的融合之美，让人顿时忘了今夕何
夕……

好空气、好风景、好心情结伴，为群众带
来了好“钱途”。2017年，西峡县乡村旅游综
合收入突破10亿元。

早在十几年前，西峡就提出了建设“生
态大县、旅游名县”的战略目标，确立了“生
态为本、文化为魂”的发展理念。随着时间
的推移，西峡县的旅游牌打得越来越响、打
得越来越靓，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成为
新的主线。

如今，西峡已建成开放以名园、名山、名
漂“三名”为代表的特色景区17个，成为全省
A级景区最多的县份，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
游示范县，构建起了“春可踏青赏花、夏可漂
流避暑、秋可游园品果、冬可滑雪健身”的四
季旅游格局，实现了由单一景区景点向全域
统筹布局转变。

城市和乡村、街道和房屋，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成为景区的一部分，整个西峡成为
一道宜居宜游的风景。2017年，全县各大景
区共接待游客 681.5 万人次，综合效益 37.8
亿元，分别提高 18.2%、26.7%。旅游业已发
展成为第三产业的龙头。

采访结束时，我们漫步鹳河大道的堤
岸，只见眼前水天一色、碧波荡漾，一派和谐
美好的画面。西峡县将“生态”元素贯穿发
展始终，不仅没有拖慢发展速度、挤压发展
空间，反而抢占了先机，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闯出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

这，不正是西峡大美的真谛吗？！③9

留住绿水青山 造就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