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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铁线网
日均客运量从
开 通 当 日 的
14.58万人次
提升到如今的
78.6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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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改革先锋风采风采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
化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宣传教育，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改革先锋进
校园”活动的通知》，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通知要求，生动宣讲改革开放故事，大力弘扬伟大改革
开放精神，充分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激励引导广大师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改革开放
先锋模范人物为榜样，自觉站在时代潮头、听从时代召唤，
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应有的贡献。

三部门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改革先锋模范人物的示范
引领作用，组织“改革先锋”进校园上讲台，结合他们在改革
开放中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的亲身
经历，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
事，引导全社会致敬先锋、见贤思齐，汇聚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磅礴伟力，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巫恒通，字天侠，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县白兔镇
柘溪村。1936年任泰兴县教育局长。1937年全国性抗日
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 3月，被国民党
泰兴县政府以擅离职守罪名逮捕入狱。

1938年 10月，巫恒通被保释出狱，与陈毅、管文蔚畅
谈抗战大计。1939年 3月，成立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
主动接受新四军指导。11月，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改编
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3团，巫恒通任团长，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扫荡”茅山地区，
巫恒通在江苏句容多次指挥部队击退日军的突袭。日、伪
军对他恨之入骨，杀其兄，掳其子，毁其家。巫恒通慷慨陈
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
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
生命财产。”

1941年 9月 6日，巫恒通在大坝上村遭到日军包围，
负伤被俘。日军百般威胁利诱，并将其幼子巫健柏带到
囚室企图软化其意志。巫恒通对幼子说：“你要永远记住
你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永远记住你爸爸是怎样
至死不投降的……你爸爸就要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为
国牺牲了，你要继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
有志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巫恒通绝食 8天，壮烈殉国，
时年 38岁。

“我们家人一直都是听党话跟党走，做老实人，做老实
事。”“巫氏一门忠烈，前赴后继保家卫国，这种不屈不挠的
精神将代代相传。”巫恒通的孙子巫充实这样对记者说。

（据新华社南京12月28日电）

“改革推进后，中国在经济上发生了巨
大变化。改革过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变化在全
世界是一个样板。”获颁改革先锋奖章后，在
北京大学举办的师生座谈会上，88岁的著名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与师生们分享体会。

获评“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的厉
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学者
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主持起草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我
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
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
制的改革。”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
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
径选择的基本观点。此后，他多次为国有企
业股份制改革疾呼，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

逐渐明朗，被称为“厉股份”。
厉以宁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努力为

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因此，又有了
“厉民营”之称。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
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 36条”，这是首部以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
文件。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
论坛上，他再次与年轻的学者、企业家们一
起分享民营企业未来的改革发展之路。

如今，厉以宁仍然坚持在产权改革、股
份制改革、企业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他
说：“中国经济在继续前进，对世界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
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特护病房
内，一位 87岁的老人卧病在床，他就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王家
福。

王家福的夫人说，生病住院前，他还
念念不忘建议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
导小组，以保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进一步实施的组织领导。

王家福对“以法兴邦”的追求无比执
着。60多年来，他一次次向中国立法的
难点挑战，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扛起重
担，被誉为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1979年，王家福向中央提出了制定
中国民法典的研究报告。国家刚刚走出
混乱无序的状态，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

需要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更需要超凡
的魄力和勇气。王家福多次坚持主张民
法是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
终于，民法起草小组成立。

此后，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资深学
者和学术带头人，王家福通过在民法、经
济法、商法领域的大量著述，对我国民商
法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法治国家’这个涉及国家基本治理
模式理念的提出，是王家福老师以及他所
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对于国家
法治事业最大的贡献。”王家福的学生、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
说。

王家福始终难忘，从四川的家乡出
发，山水迢迢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的人生之幸；更终身铭记，为了他热爱的
祖国和人民，必须肩负的职责与使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28日是郑州
地铁开通五周年。记者从郑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获悉，五年来，郑州地铁
运营里程从最初的26.2公里延伸到目前的
93.6公里，线网日均客运量从开通当日的
14.58万人次提升到如今的78.62万人次。

目前，郑州地铁线网累计客运量已突
破 8亿人次。其中 1号线客运量达到 5.71
亿人次，占线网客运总量的 71.4%。五年
来，乘客累计进站量前五名的车站为：二七
广场站、郑州东站、郑州火车站、紫荆山站、
市体育中心站。郑州地铁线网单日客运量
共有2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单日客运量
为 2018 年 11月 3日的 122.91 万人次，当
天1号线客运量达74.65万人次。

五年来，郑州地铁科学合理运用各种
有效的调度调整方式，提高运能与客流的
匹配度，线网行车间隔调整 26次，其中 1
号线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从开通时的8分
52 秒压缩至 2分 50 秒，运力提升 300%。
郑州地铁按照“逢包必检、逢液必检、逢疑
必检”的原则进行安全检查，共对 8.5亿余
件行李物品进行安检，查获各类违禁品22
万余件，为广大乘客出行保驾护航。③6

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部署
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巫恒通：投笔从戎 绝食殉国

郑州地铁开通五年

客运量突破8亿人次

厉以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王家福：推动中国法治前行

12月26日，平顶山叶县辛店镇南王庄村村民在晾晒粉
条。去年，叶县社保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引导该村农民发展粉条
深加工产业，帮助全村169户661人脱贫。⑨3 古国凡 摄

▲12月28日，灵宝市金蕾幼儿园的小
朋友自己动手用彩纸制作鞭炮等节日饰品，
迎接元旦佳节。⑨6 聂冬晗 段景波 摄

◀12月 27日，重庆市北碚区实验幼
儿园里，民间艺人在给孩子们制作糖画。
当日，该幼儿园举行“民俗喜乐会、庙会迎
新年”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民间艺术魅
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孙静）“前后不到 1个小
时，就在网上办完了所有手续，太方便了。”
12月 28日，在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
分局办事大厅，陈女士成为我省首个在网上
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的尝鲜者。

动产抵押是指飞机、船舶、汽车、企业生
产设备、产品等多种物品的抵押，为促进资
金融通和商品流通，并保障债权的实现。

12月 28日，全国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
记业务系统在全国正式上线运行，我省动产
抵押登记业务实现了抵押登记、变更、注销
和查询的“一网通办”，动产抵押登记办理人
和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查询相关公
示信息。

28日一早，陈女士来到洛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高新分局办事大厅，准备办理两家企
业的动产抵押手续。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陈
女士在网上注册登录了“全国市场监管动产
抵押登记业务系统”，录入了代理人、申请书、
抵押物等信息，打印了一张动产抵押登记申
请书，填写信息后加盖了抵押人和抵押权人
印章，连同需要的身份证明等材料扫描上传
后，就完成了全部手续，前后不到1个小时。

工作人员现场就通过专网完成了审核，
告诉陈女士可以下载加盖有登记机关公章
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并表示，一个工作日
后，抵押系统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就能
查询到动产抵押登记的公示信息。

“以前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要到企业所

在地的县区级工商部门现场办理，现在真
好，一趟也不用跑，在家上网就能办了。”陈
女士说。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动产抵押的‘一网通办’不仅让群众和企业
减了负，也让动产抵押登记工作更加信息
化、规范化，进一步保障了企业融资的安
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更为重要的是，便捷现代的抵押登记方
式，一直是世界银行评价区域营商环境的一
个重要指标体系，“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的网
上办理，将对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发挥重要作
用。”该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真是太方便
了。从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到全部办完手
续，拿到营业执照只用了两天半时间。”12
月 28日下午，在南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大
厅，南阳市元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外勤
人员徐涛一边打印着崭新的公司营业执
照，一边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南阳市深化“一网通办”
前提下“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从投资项
目审批、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公民个
人事项四大领域入手，减环节、减材料、
减时限、减中介、优流程，上半年实现了
市本级和试点县区数据“物理集中”，下
半年开始打造“放管服”改革升级版。其
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全面推行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工作模式，
真正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

“国家要求的办妥时间是 5 个工作
日，省里要求是 3个工作日，我们要求在
两个半工作日内必须完成。”南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窗口首席代表李显阳
说，“我们部门除了消费者投诉、纠纷调解
等业务因为场地限制没有搬进来，有些要
现场查验、盖章的留在原地以外，其余 46
项业务都在服务大厅办公，任何一个窗口
都能受理，并在两天半之内办好。”

南阳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刘超
介绍，截至12月 27日下午 6点，省政务服
务成绩单显示，南阳市本级 953项审批服
务事项全部实现了网上集中办理，网上可
办率 100%，全省排名第一；一网通办率
95.05%，全省并列第二。“只进一扇门”方
面，已基本实现应进必进，目前进驻率为
97.6%，进驻事项“一窗分类受理”实现率
97.6%，都居全省前列。

南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景劲松说，
2019年南阳市将继续深化“放管服”第三
步改革，以“规范、提升、优化、延伸”为重
点，积极推动“同城办”“就近办”“延伸
办”，努力实现“网上办事为主，大厅办事
为辅、自助办事为补”的服务格局，让企业
和群众办得快捷、办得舒心。③5

全省动产抵押登记实现“一网通办”
让群众少跑腿 企业融资更安全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一项
重要措施，动产抵押的‘一
网通办’不仅让群众和企
业减了负，也让动产抵押
登记工作更加信息化、规
范化，进一步保障了企业
融资的安全。

市本级审批服务事项100%实现网上集中办理

南阳打造“放管服”升级版

开开心心迎元旦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2月 28日，记者从省河长制办
公室获悉，我省已经全面建立湖长制，将 8个自然湖泊和
51个人工湖泊纳入湖长监管范围。

去年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实施河长制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湖泊管理保护工作，决定在全国范围推行实
施湖长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落实。目前我省已
全面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湖长体系，湖长到岗履职巡湖，
并强力开展河湖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湖长制工作体系同步
纳入河长制工作体系运转。

据介绍，我省对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登记在册的 8个
自然湖泊建立湖长制，并将 51个人工湖泊纳入湖长制，9
个省辖市设立湖长216名，截至 12月 20日，各级湖长已巡
湖1626次。

明年，我省将全面加强农村河湖管理，以乡（社区）、村
为主体，将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沟、渠和水面
面积 1平方公里以下的塘、堰、坝等小微水体全部纳入河
(湖）长制监管范围，着力解决农村河湖管理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全省还将持续开展清洁河湖行动，全面清除河湖垃圾；
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确保2019年 7月底前全
面完成专项行动任务。③8

我省全面建立湖长制
实现自然湖泊和人工湖泊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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