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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在河北张家口，有一座红土红石
的大山，人称“红石山”。红石山上有
一条盘山路，路的一侧是百米深渊，
另一侧是悬崖峭壁。23年前，一位普
通的公安民警在这条路上，用自己的
身躯挡住下滑的汽车，牺牲自己保障
了群众安全。他就是被誉为“欧阳海
式的英雄”的原张家口市公安局庞家
堡林业治安派出所所长宫清华。

宫清华，1951年出生，山西繁峙
人，汉族。1968 年 5 月参加工作，
1970年 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90年 11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张
家口市公安局庞家堡分局刑警大队、
白庙派出所民警，林业治安派出所负
责人、所长。

时间倒回到 1995 年 11 月 9日。
当天，庞家堡公安分局林业派出所接
到辖区大段地村党支部书记王和报
案，称该村集体果树被盗走 9棵。接
报后，时任所长的宫清华迅速带领民
警侦办此案。11月 15日，派出所从
盗窃嫌疑人家中提取了被盗果树的
样品。为确保事实清楚，宫清华利用
午休时间，驾驶办案用的双排货车拉
着赃物到大段地村进行现场比对。
途中，宫清华将车停在盘山路上，下

车让村民辨认赃物以便进一步取证。
由于山路陡峭、路面坡度大，停

下不久的双排座货车突然顺坡下滑，
车的左侧是百米深渊，右侧是悬崖峭
壁，车后数米陡坡下，十几名村民在
低头修路，毫无察觉。顷刻之间，一
场车毁人亡的巨大灾难将要发生。

情势危急，宫清华迅速从车前跑
到车后，用肩膀奋力顶住下滑的汽车，
为群众争取到躲闪时间。他自始至终
没有闪开一步，直至倒在车下。他以
躯体的阻力和连续两次“打掩”作用，
迫使下滑的汽车改变了运动方向，左
轮高悬深渊边沿，车身横贯在山路上。

车保住了，群众免遭祸殃，宫清
华却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最终因
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于 1996年 6月
6日不幸离世。同年，宫清华被批准
为革命烈士，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光荣称号。

“虽然失去很痛，但我们一直坚
定认为他的做法值得。人心善恶有
时就在一念之间，希望人们都能够心
怀善意，做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事。”宫
清华的妻子樊桂英说，女儿宫晓坤也
穿上了警服，继续着父亲未完成的事
业。

今年 41岁的中国胜利油田渤海
钻井总公司40531队副队长史国栋，
23年如一日赡养烈士吴国良母亲的
事迹感动了许多人。

“英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
精神永存。”史国栋曾经在部队服役5
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爱心坚守让更
多人尊崇英雄，关爱英雄亲属。

吴国良是山东沾化人，1994 年
入 伍 至 原 济 南 军 区 某 师 机 炮 连 。
1996年 8月 5日，他为营救被洪水围
困的群众，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

吴国良到新兵连不久，恰好赶上
部队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等教
育。他像伸展根茎叶脉吸收雨露阳
光的禾苗一样，吮吸着立身做人的真
理之光。

“爱国首先要爱军，爱军首先要
爱岗。”这是吴国良的人生信条。

炮兵连第一次投弹训练时，吴国
良只投了25米。他找班长请教秘诀。
班长告诉他，只有两个字：苦练。从此，
他每天投弹50枚，挥臂练习500次，挥
臂时还用背包带把胳膊绑到树上。胳
膊练肿了，他咬着牙坚持。到实弹投
掷时，他一下子甩出了52米。

之后，吴国良被分配做炮车司

机。按说，他只要开好车就行了，可
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一定要争当全
能炮手。中午，别人休息了，他拿着
瞄准镜练瞄准。师里组织炮兵专业
考核，正碰上一名炮手外出，连里临
时让他上，结果拿了第一。

吴国良牺牲前一个月，因母亲重
病，连里批准他探亲。但他听说连队
要到外地驻训，主动推迟了假期。

吴国良在一封没来得及发出的
信中写道：“母亲有病，我很挂念，但
部队要执行抗洪抢险任务，这时候我
不能离开连队，等执行任务回来后，
再回去看望母亲，原谅儿子的不孝。”

那天，官兵们赶到驻地附近河南
省获嘉县的抗洪现场，只见八九百米
外的冯村砖瓦厂浸没在一片汪洋的
急流之中，被困的 76名民工望眼欲
穿，呼救声不时传来。吴国良喊了一
声“我去救人”，抓起一根绳子就跳下
激流，向遇险民工游去，由于水深流
急，加上水中庄稼枝叶的缠绕，一下
子被卷进激流……

吴国良牺牲后，原济南军区授予
他“追求高尚人生的好战士”荣誉称
号，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他“舍
己为人的英雄战士”荣誉称号。

张宏飞，1969年生，河北省行唐
县人。1986年参加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1990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0年退伍，1991年参加公安工
作，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一大队三中队任民警，二级警司。

1996年 9月 4日，张宏飞带领民
警执行打击盗窃现行案犯任务时，面
对持刀歹徒毫不畏惧，与其展开搏
斗，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1996
年 9月 11日，张宏飞被追授“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6年 9月 4日，张宏飞和战友
一起到街上打击现行犯罪，巡逻时，
发现几名嫌疑人正在盗窃，张宏飞和
战友们立即追上前去，嫌疑人见状四
散逃跑，民警们也分成几组，向不同
方向追去。

张宏飞紧紧追在一名嫌疑人后
面，眼看就要抓住嫌疑人了，突然，
嫌疑人回过身，拿着刀冲着张宏飞
的胸部刺去，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张

宏飞依然忍着剧痛紧追不舍，在追
出十余米远后，终因失血过多倒在
地上。

张宏飞勇斗持刀歹徒被刺伤的
消息迅速在市民中传开，在救治张宏
飞的医院里，数百名前来献血的市民
排起了长队。遗憾的是，张宏飞年轻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

张宏飞 1991年参加公安工作以
来，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严
格要求自己，在侦查破案中不怕牺
牲，冲锋在前，几年来共破获各类案
件 37起，抓获违法犯罪分子 124名，
救助遇险群众 12名，为打击违法犯
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突出贡
献。曾先后 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1
次受嘉奖。

“当警察就得有担当，关键时刻
就得像张宏飞一样冲上去！”当年随
张宏飞一起行动，现在是一名刑警的
郝玉光说，“不管在什么岗位，我们都
始终以他为榜样。”

“警察是个光荣的称谓。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用热血和生命，来为警徽增光。”在整
理哥哥宋兆东遗物时，宋兵兵偶然在
哥哥日记中看到的这段话让她终生
难忘，始终激励着同为人民警察的
她。

宋兆东，1972年出生，江西吉水
县人，汉族。1993 年从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参加公安
工作，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道
外分局刑警队任侦察员，一级警司。

在妹妹宋兵兵眼里，哥哥宋兆东
自幼学习勤奋，心地善良，乐于助
人。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宋兆东从
小就有警察情结，立志报考警校。从
警校毕业分配工作时，文质彬彬、一
副书生模样的他毅然选择加入刑警
队伍。

在三年多的刑警生涯中，宋兆
东勇担重任，在与形形色色的犯罪
分子作斗争中，他几次光荣负伤。

他所在的大队破获的重大刑事案件
中，几乎每起都有他的参与。

1996 年 11 月 10 日晚，宋兆东
与同事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案发
所在地的紫玫瑰夜总会。

在被害人指认凶犯时，实为特
大持枪杀人逃犯的凶犯以为自己逃
犯身份暴露，突然从腰间拔出已经
上膛的“六四”式手枪，连续开枪射
击。在与凶犯的殊死搏斗中，郝新
滨、曹凤祥两名战友先后负伤。

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门口的宋
兆东一把将被害人拽出门外，自己
冲进房间向凶犯开枪射击，凶犯同
时开枪，宋兆东胸部中弹倒在沙发
上，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强忍剧
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凶犯连开
五枪，将企图夺路而逃的凶犯当场
击毙。宋兆东因伤势过重，壮烈牺
牲，年仅 24岁。同年 11月 18日，公
安部追授宋兆东同志一级英雄模范
称号。

杨志坚，壮族，1965年出生在云
南开远一个农民家庭。1985年 3月
参加工作，1990年 2月提任开远市公
安局羊街派出所副所长，1994年 2月
提任开远市公安局羊街派出所所长，
并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面对危险，英勇无畏的杨志坚习
惯了冲锋在前。1996年11月29日中
午，杨志坚与战友在执行任务返回途
中发现一名歹徒正在寻衅滋事，引起
多名群众围观。杨志坚立即上前制
止，并依法传唤歹徒去派出所。此时，
穷凶极恶的歹徒突然从腰间拔出一颗
冒烟的手榴弹，准备扔向周围的群众。

为保护周围群众和战友的生命
安全，千钧一发之际，杨志坚毫不犹豫
地猛扑上去，紧紧抓住歹徒拿手榴弹
的手，使其无法扔向群众。一声巨响，
手榴弹爆炸了，歹徒当场被炸死，周围
群众和战友们获救了，杨志坚却因头
部及身体其他部位30多处受伤，被及
时送往乡卫生院抢救，最终因伤势过

重于当日15时40分壮烈牺牲。
那是杨志坚生命中最长的几秒，

但也是在这几秒的时间里，他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为周遭群众建起了一座
坚固的堡垒。

杨志坚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开后，
羊街乡和大庄乡的干部群众以及与
他工作、战斗过的战友们全都沉浸在
深深的悲痛之中。12月 6日，数千名
自发组织的干部群众冒着严冬寒风，
从数十里之外赶到殡仪馆，与为保护
群众和战友生命安全而英勇牺牲的
杨志坚进行遗体告别。

杨志坚爱岗敬业。针对辖区社
情复杂的实际情况，他带领全体民警
狠抓基层基础建设和群防群治工作，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
护了辖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1997年5月，云南省人民政府追授
杨志坚同志为烈士；1997年9月，公安
部追授杨志坚同志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

“想起 22年前的那一幕，依然刻
骨铭心。”和革命烈士、厦门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科员林松嵘
一起战斗过的民警连文元说道，当时
年仅 26岁的战友为了抓捕一名持枪
歹徒，不幸牺牲在一线。

林松嵘，1971年出生，福建长泰
县武安镇人。1995年集美大学毕业
后任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大队大桥中
队民警。

1997年 2月 24日 7时许，林松嵘
与连文元正在厦门集美孙厝岗亭值
班，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抢劫、救
命啊……”的叫喊。一名出租车司机
惊慌失措地跑进治安岗，大声呼救称
自己被持枪歹徒劫持。

林松嵘一个箭步冲出岗亭，看见
一名身穿浅黄色上衣的青年男子跳
出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仓皇向公
路对面孙厝信用社方向逃窜。

孙厝村岔路较多，林松嵘和连文
元分头追缉。在一处农家院落前，林

松嵘追上了歹徒。
“放下枪，停止抵抗……”林松嵘

朝男子警告，可失去理智的歹徒拔枪
就朝林松嵘射击。林松嵘被击中腹
部，但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毅
力，强忍剧痛，用手捂住伤口继续朝
前追了几米，终因支撑不住倒了下
去。因伤势过重，林松嵘当天中午英
勇牺牲，离开了他挚爱的岗位。

“他很热心，常常帮助我们，帮助
群众。”提起战友，连文元很是感慨。
有次一起出去执勤，看见一对母子在
路边蹲着。林松嵘上前询问得知，这
名女子要带孩子去上海找丈夫，结果
半路上丢了钱包，身无分文，已经一
天没吃饭了。林松嵘赶紧为母子买
了食物，随后凑了 200元为这对母子
买火车票。“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
也才1000元。”连文元说。

林松嵘牺牲后，被公安部追授为
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并被福建省人民
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刘振基，1964年11月出生，北京市
大兴区人，1989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
历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秩序处京
津塘高速公路中队民警、副分队长，
1997年 3月因公牺牲。1997年 9月1
日，公安部追授刘振基同志为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北京市
人民政府批准刘振基同志为革命烈士。

时间回到1997年3月17日傍晚，
刘振基正准备下班后给儿子过9岁生
日。然而，就在他走出办公室的那一
刻，队里的电话铃响了：“一会儿要有特
殊勤务通过管界！”考虑到人手紧张，
刘振基二话没说，主动申请上路加勤。

当晚8点 20分，勤务车队在高速
路上鱼贯通过。刘振基警惕的目光在
京津塘高速公路零公里处巡视——突
然，一辆红色夏利车违章逆行从便道
闯入高速路准备跟随车队。为了保证
勤务的绝对安全，刘振基一个箭步冲
上前去，奋不顾身地一把抓住方向盘，
并大声喝令：“停车！停车！”但就在那

一刻，疯狂的歹徒加大了油门，夏利车
左右摇摆着车身继续向前开。

刘振基始终没有松开手。50米、
100 米……悬挂在车上的他被车辆
拖拽着往前走。当丧心病狂的歹徒
驾车拖拽刘振基 302米后，狠狠地撞
向了高速路中心隔离钢板……

“刘振基倒下了，倒在了执勤的
岗位上！没有来得及向年迈的父母
道别，甚至没有来得及和心爱的儿子
说一声‘生日快乐’……”刘振基的一
位同事在缅怀他时讲道，“在那个春
寒料峭的夜里，高速路队的 55名战
友脱帽肃立，噙着热泪在现场轻轻捡
起一条条被撕碎的警服……”

他的同事说，自参加公安工作以
来，刘振基热爱交通管理事业，严格执
法、文明服务、廉洁奉公，曾多次受到
嘉奖，“生死攸关的最后时刻，他选择
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人民警察的尊
严，确保了勤务车队的绝对安全。”

（均据新华社）

安全卫士杨书勤 用生命换来群众安全的宫清华 舍己为人的英雄战士吴国良

勇斗持刀歹徒的张宏飞 用热血为警徽增光的宋兆东 英勇无畏的杨志坚

公安英模林松嵘 严格执法的刘振基用生命捍卫平安的徐发荣

“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忙，有时一
两个月才能见到他一次，虽然和父亲
相处的时间不多，但他的精神一直影
响着我。”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公安
局齐伯派出所副所长杨杰回忆起父
亲杨书勤，总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这
种感情主要来源于对父亲英雄事迹
的骄傲和失去父亲的惋惜。

杨书勤，1956年出生，河南省内乡
县人，1977年 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7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
年 10月复员参加公安工作，在贵州省
平坝县公安局高峰派出所任民警、副
指导员，1994年4月调任刑侦队队长。

1981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杨书
勤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危险
时刻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特别是
1994年 4月担任刑侦队长后，更加勤
奋工作，带领全体民警顽强拼搏，为确
保一方平安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荣
立个人三等功1次，1994年被评为贵
州省公安系统“破案能手”，并被省政法
委、省人事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时间回到 1996 年 5 月 21 日上
午，平坝县公安局接到红湖机械厂公
安科电话，称该厂青年女工田某某的
工具箱内发现一可疑爆炸物品。时任

平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的杨书
勤当即带领4名侦查员前往红湖机械
厂排险。下午 4时许，杨书勤与同事
和贵州省公安厅派来的排爆专家一起
顺利将工具箱内的爆炸物排除。

随后，杨书勤调查发现，田某某的
前夫付某某有重大嫌疑，因为付某某
曾在部队当过工兵，具有较高的爆破技
术。两人因家庭矛盾离婚后，付某某多
次对田某某进行纠缠，且案发前一天有
人发现付某某曾进入过田某某工作的
车间。专案组经过研判分析，嫌疑人付
某某很有可能就藏在田某某家中。

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杨书勤迅
速带领 6名民警前往抓捕犯罪嫌疑
人。他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冲进犯
罪嫌疑人藏匿的家中，不料犯罪嫌疑
人安置的炸药突然爆炸，杨书勤用自
己的身体掩护了战友，自己却倒在血
泊中，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

1996 年 6 月 18 日，公安部根据
杨书勤突出事迹和生前表现，追授杨
书勤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同年9月 18日，贵州省人民
政府批准杨书勤为革命烈士。

如今，杨杰接过父亲的担子，继
续从事着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徐发荣，1962年10月出生于江苏
苏州吴县东渚乡一个贫农家庭。徐发
荣从小成绩优异，1982年 9月考入军
校，毕业后服役于空军某部队。1996
年，徐发荣转业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原
金阊分局三元派出所一名基层民警。

1997年 7月 17日凌晨2时许，三
元派出所接到报警称金门路 388 号
新村居民家发生入室盗窃，正在辖区
巡逻的徐发荣接到报警后带领两名
联防队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徐发荣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游某。
一番围追堵截之后，嫌疑人被包围在
2楼楼道中。看到游某手中持有自制
散弹枪，徐发荣丝毫没有畏惧，劝告其
放下武器，不要一时冲动而犯下大错。

游某丝毫不听劝告，欲跳窗逃
跑，两名联防队员见状上前拦截，红
了眼的游某举枪对准联防队员。千
钧一发之际，徐发荣上前挡住了枪
口。“砰”的一声后，徐发荣倒在血泊
中，歹徒乘机逃走。

徐发荣被送到医院抢救，但因散
弹击中其面部和颈部，伤势严重抢救
无效，光荣殉职，年仅35岁。同年12
月，游某被苏州警方抓获。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徐发荣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于1997年 9月
9日，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
级英雄模范”称号。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金阊派
出所民警马振峰几年前刚到派出所
工作就听说了徐发荣的事迹，得知这
里是徐发荣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更珍
惜这份荣誉。

多年过去，徐发荣生前工作过的三
元派出所已几易其名，其辖区范围、工
作环境以及公安工作的要求、方式等都
有了很大变化。“但革命英烈传承下来
的忠诚勇敢是不变的，为民服务、大公
无私的精神也是不变的。”马振峰说，在
未来工作中将继续发扬好烈士精神，调
解纠纷、打击犯罪等各项工作。前辈未
竟的事业，将由“接力者”来完成。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强大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孟晨

“1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以这次主题
教育为新的起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强大的发展动力，以主题教育的高质
量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1
月 14日，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朱美荣介绍了学校的做法和成效。

紧扣主题主线，坚持学深学透、融
会贯通。学院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线，
以“三学”推动“三进”。一是精研细读
深学。围绕《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
通过集中学习研讨、个人自学、上门送
学等方式，提升学习效果。二是丰富
形式促学。依托红色教育资源，深入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
进典型教育，切实增强学习教育的针

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三是强化指
导督学。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班子
成员严格督学，坚持督导和指导相结
合，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全院发放书籍
和学习资料 1200本（册），邀请专家学
者做报告8场，“宣讲团”宣讲7000人/
次，“青马工程”培训 340人，举办系列
爱国主义教育12项 60场（次），举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55 项近
百场（次）。

紧贴工作实际，坚持深入调研、解
决难题。学院把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
过深入调研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出
对策措施。一是精选课题。围绕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全面落实、《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的落地落细、服务洛阳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领导班子成员
和中层干部结合共上报调研课题 36
个。二是摸清实情。学院领导班子及
副县级以上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一
竿子插到底”的调研方法，坚持“四不
两直”“四到四访”，深入到一些工作难
度大、群众反映强烈、带有普遍性问题
的地方，听民意、查实情。三是转化成
果。形成调研报告 36篇，提出有效对
策措施，推动调研成果转化，办好惠民
实事 400余件，创造性地开展“一个党
员一面旗，争当立德树人排头兵”活
动，选树身边典型22人。

紧抓检视问题，坚持深挖细查、自
我革命。学院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
刃向内的勇气，找准差距不足，深刻剖
析根源，为整改落实提供精准靶向。
一是拓宽渠道广泛征求意见。坚持开
门搞教育，采取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广泛征集师生意见建议，收集
整理问题 39 项。二是检视反思深挖
问题根源。班子成员带头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按
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
紧扣“18个是否”逐一对照检查，着重
从学习、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
六个方面进行深刻反思，明确了整改
方向和重点，扎实开展8项专项治理。

紧盯整改整治，坚持真抓真改、狠

抓落实。坚持建立台账、立行立改，扎
实开展“旧账清零”“解民忧、纾民困、
暖民心”“办一批惠民事，让群众更满
意”等行动。一是坚持“旧账清零”。
将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国务院大
督查、洛阳市委巡察反馈意见进行全
面梳理，检视巡视巡察整改结果和成
效，确保旧账清零。扎实开展“两化一
创”强基引领和“河洛党建计划”，推动

“五星支部”创建，完成 13个党总支、5
个直属党支部的规范设置，全面推动
党建与制度创新相融合、与教师队伍
建设相融合、与立德树人目标相融
合。二是坚持着力解决师生最急最忧
最盼问题，打通为师生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特别是积极服务毕业生就业，

完善体制机制，组织 4场大型招聘会，
多渠道推介就业信息，学生年终就业
率达 95.27%。三是坚持“让群众更满
意”抓整改。针对学院整合时间短、校
区散、底子薄等制约学院高质量发展
的问题和难题，奋力打好“四大攻坚
战”。倾力改善办学条件，36万平方米
的新校区（一期）工程当年开工、当年
投用，实现为国庆70周年献礼；深化人
事制度改革，实施流程再造、标准重设、
定岗定责，构建起符合现代高等职业教
育规律的办学体制；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立足于培养提升、坚持高起点引进，
促进“双师型”教师占比71.7%；强化教
学科研能力建设，成功创建省级优质
校，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国家级课题、
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均实现突破。

“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洛阳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程相朝说：“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学院打好了‘四大攻坚战’，加
快了发展步伐，步入了内涵式建设和
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