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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识平：

激发刚健

自强的精气神
（ 15 版）

新华社记者孙飞、陈宇轩

深中通道、穗莞深城际铁路
等建设持续推进，港珠澳大桥贯
通在即，广深港高铁“蓄势待
发”……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蓝图正化为脚步坚实的行
动：这里跨海大桥飞架，天堑变通
途，“主动脉”“毛细血管”基础设
施持续融通；这里制度藩篱渐去，
创新“养分”加快“新陈代谢、血液
循环”。更加均衡充分、创新开放
的发展局面，正在粤港澳大湾区
勾勒描画。

设施融通，更加畅

通的湾区“主动脉”“毛

细血管”

在珠江口海域上，伶仃洋大
桥和中山大桥的主墩桩基，近日
同时开钻。这标志着深中通道桥
梁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深中通道建成后，通过这条跨海
直达的线路，车程将缩减为 30 分
钟，而过去绕行虎门大桥需 2 小
时。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在
建的一条跨海通道，计划于 2024
年建成通车。

另外两条湾区“主动脉”港珠
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均“蓄势待
发”。

今年初，连接香港、澳门、珠
海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亮
灯，这意味着大桥具备了通车条
件；在这条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正式通车后，港澳之间的陆路距
离将从 3 个多小时缩短到半个小
时。

广深港高铁将于 9 月 23 日
全线正式运营。过境旅客在香港
西九龙车站采用“一地两检”方式
办理出入境，可以大幅节省过关
时间。

在数条湾区“主动脉”外，
网状“毛细血管”正在湾区徐徐
铺开。在 2016至 2035轨道交通
规划中，深圳将有 10 条轨道与
东莞、惠州临深片区轨道对接。

目前，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正
在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
建设规划》，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有
望形成“一小时城轨交通圈”。“逐

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珠江口两岸带来了崭新的活力，为湾
区腾飞打下坚实基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说。

创新融合，更加自由流动的市场要素

在近日举行的 2018 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上，
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透露，深圳正在规划一条专线高铁和一条
高速公路直通深汕特别合作区，该地区的居民要全部转成深圳
户籍。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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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俞菀

“你们大胆干，什么阻力都推给我”“有什么事情我担着”
“我当纪委书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赚一分钱”……中共嘉兴
市委原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刚敢于担当的工作作
风，至今让同事和部下铭记于心。

他治贪惩腐 30 年，在生命的最后 4 年里，一边与癌魔作
斗争，一边仍坚守在治贪惩腐的岗位上，“拼”到了最后一
刻——— 2018 年 7 月 1 日，55 岁的他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

“工作起来很拼”

陈刚 1989 年 9 月进入纪检监察队伍，在浙江省纪委任职
的时候，“就因为工作起来很拼”，得了“小钢炮”的美誉。

回忆起 20 多年前的一个雨夜，现任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
级巡视专员施锦焕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一起办案，他能一宿
不睡梳理笔录、整理材料。”“他对我说‘这个工作很锻炼人，我
就想在纪检战线上干一辈子’。”

“我就想在纪检战线上干一辈子”——— 这句话陈刚说了
30 年，也做了 30 年。

2013 年 5 月，陈刚任中共嘉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4 年 10 月，他被确诊为后腹腔转移性癌症。面对凶险的癌
症，陈刚选择保守治疗，有时他痛得不停地擦汗，仍坚持工作，
以至于很多同事下属都不知道他病了。

病情不断加重，但他对工作依然很“拼”。到 2018 年 7 月
1 日离世前，他先后入院治疗 10 余次，只要身体能支撑，就会
亲自督办案件、处理岗位工作。2018 年 3 月，病情急剧恶化，
打了封闭止痛后他还硬挺着去留置所查看办案情况。

“从 2017 年底到 2018 年他去世前一周，重点工作汇报
会、纪委常委会讨论，都搬到了医院病房，或者他家楼下的
小食堂进行。他爱人不忍心，我们也不忍心，可是陈书记不
希望因为他的病而耽误工作进度。”嘉兴市纪委常委徐敏
说。

同事说，陈刚在嘉兴任职期间，共查处县处级干部 24
人，无一人申诉。其中，多个案件的关键环节，都是陈刚在病
床上指挥突破的。“不记得多少次，他一手挂盐水，一手看材
料。走的前几天，还在逐字逐句改报告。”“有时候站在病房
门口，我真的不忍心进去送材料。”嘉兴市纪委办公室主任
崔加晶说，“陈书记真的是‘拼’到了最后一刻。”

“他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多凶险。”嘉兴市纪委副书记、市
监委副主任徐春华说，“他这么拼只是因为他对党的纪检监
察事业，始终充满着忠诚与热爱。” （下转 6 版）

他“拼”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记浙江嘉兴市原纪委书记陈刚

新华社记者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
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1986 年 8 月 30 日，王仕花登上开山岛，搜寻她“失踪”的
丈夫，可只找着一个胡子拉碴、满身臭气的“野人”。

王仕花气急：“别人都不守，我们也不守！”
“野人”说：“要走你走，我决定留下！”
王仕花走了，“野人”的心滴血了。
可不到一个月，王仕花带着包裹，又上岛了。
从此刻开始，他守着岛，她守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

息。
开山岛上的“王开山”，这是人们对守岛人王继才的亲切

称呼。
32 年，一口水窖、三只小狗、四座航标灯、数十棵被吹歪

的苦楝树、200 多面升过的旧国旗，勾勒、构成王继才的守岛
岁月。

坚守

直到守不动为止，他为一座岛作出承诺

呜咽的风，鬼魅的风！——— 一到夜晚，狂风袭岛，劈头盖
脸，往屋子里钻，无孔不入。

王继才上岛前，来过 4 批 10 多个民兵守岛，最长的只待
了 13 天。他们全都被这狂风吓跑了。

“我用铁床堵住门，蜷在角落里，抽烟喝酒壮胆。”
1986 年 7 月 14 日，上岛第一天。怒吼的风把王继才逼到

营房一角，整宿失眠。
第二天，看到船，但任他呼喊，船就是不靠岸。
一连 47 天，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犹如炼狱。带来的 30 瓶

白酒喝光了，王继才也醉了，倒在哪里就睡在哪里。
开山岛离陆地有 12 海里，是祖国的海上东大门。小岛

只有两个足球场大，战时是兵家必争的黄海前哨、战略要
冲，必须得有人值守。

“我们下岛吧！”
上岛第 48 天，妻子王仕花对丈夫说。
王继才是瞒着妻子上岛的。得到消息，王仕花追到岛上

却惊呆了——— 眼前的丈夫熬的是缺水少米的“原始”生活！
当时，江苏灌云县人武部领导语重心长地对王继才说：

“这岛，只有你能守住，不要当逃兵！”
王继才望一眼这孤岛，乱石蒸腾出的热浪弥漫在海天

之间，连过路的海鸟都不愿在这里落脚。
王继才沉默着，但他明白无论是军令还是承诺，都不容

违背。
沉默着，他把妻子送上了船。
等船走远了，他坐在岸边突然放声大哭。
王仕花也在挣扎。她左思右想，一狠心辞掉教师工作，

把两岁的女儿托付给婆婆，背着铺盖卷，也上岛去了。
1987 年 7 月，王仕花即将临产，却无法下岛——— 一阵

风，就能锁住一座岛。
9 日这天，王仕花要生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把

王继才急得团团转。
“王继才，我坑你手里了！”
情急之下，王继才抓起步话机联系镇武装部长，在部长

妻子的指导下，自己动手接生！
伴着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王继才找来一把剪刀，颤抖着

剪断了脐带。孩子呱呱坠地，连个裹布都没有，王继才撕开
身上的背心在开水里一煮，裹在了孩子身上……

这个孩子叫志国。
1995 年春节前后，台风连续刮了 17 天，粮没了，炊断

了，全家人吃生牡蛎充饥。8 岁的小志国撒的尿都是乳白色
的，哭闹着要吃米饭，被父亲狠心揍了一顿。

王仕花心里的苦说不出，只得擦一把眼泪，一手搂住小
志国，默默抓了牡蛎放到自己嘴里嚼，等腥臭味嚼没了，再
喂到孩子嘴里。

到了第九个年头，家里更困难了：父母年迈、孩子上学、
经济拮据，王继才盘算着：上岸多挣点钱，照顾家人。他想找
老政委王长杰说明情况，可一找却找到了医院里——— 老政
委身患绝症住院。

请辞的话还没出口，老政委拉起他的手：“继才，开山岛
由你来守，我就是走了，也放心了。”

王继才心头一热，肚子里的话来回转了几圈，又咽了回
去。 （下转 3 版）

守 岛 ，就 是 守 国
记新时代的奋斗者王继才

仲秋时节，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稻田泛黄，
大地铺金，显现出一幅陕北好江南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金稻飘香南泥湾

新华社记者刘元旭、毛振华

面朝大海，四季如画。北京东南方向的渤海湾畔，一片曾被
称为“生态禁区”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为引领生态城市建设的“示
范田”。

作为世界首个国家间合作建设的生态城市，我国和新加坡
合作建设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开发建设 10 年来，闯出一条资源约
束条件下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官
员称赞为“生态城市建设的先行者”。

“绿色之城”引领生态文明示范

波光潋滟，苇海荡漾，水鸟翔集。眼前风景如画的静湖，曾是
治理堪称世界难题的巨大污水库。由污到清的华丽变身，是一片
环境恶劣之地长出生态绿色之城的缩影。

1/3是盐碱荒地， 1/3是废弃盐田， 1/3是污染水面。
2008 年，中新天津生态城，在滨海新区内这片“生态禁区”
上动工。

“有意挑硬骨头啃，是希望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探索城市可持
续发展新路，为更多地区提供示范和样板。”生态城法制局局长
彭正阳道出了建设“初心”。

不毛之地上，世界首套生态城市指标体系诞生：绿色建筑比
例为 100%，高于新加坡标准;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20%，与欧盟同期目标一致;到 2020 年绿色出行比例≥ 90%，超
过先进国家水平。

细节，体现一座城市的底色。走在生态城中，绿色元素随处
可见。

公用建筑大都安装了太阳能光伏系统、地源热泵系统，新建
住宅全部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六成路灯使用风光互补 LED，
可再生能源装机相当于一座小型水电站。 （下转 3 版）

不毛之地长出绿色之城
探访我国生态城市“示范田”

▲王继才夫妇在归家途中（2011 年 11 月 2 日摄）。 新华社发（沈鹏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全文如
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部署，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增强经济
发展韧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目标。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是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
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到 2020 年年末比 2017 年年末降低 2 个百分点左右，之后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
平。

(二)基本原则
——— 坚持全面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所有行业、所有类

型国有企业均纳入资产负债约束管理体制。同时，根据不同行
业资产负债特征，分行业设置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
准。突出监管重点，对超出约束指标标准的国有企业，结合企
业所处发展阶段，在综合评价企业各类财务指标和业务发展
前景基础上，根据风险大小采取适当管控措施。严格控制产能
过剩行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适度灵活掌握有利于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等领域的国有
企业资产负债率。

——— 坚持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加强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要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等有机结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同
时，通过强化考核、增强企业财务真实性和透明度、合理限制

债务融资和投资等方式，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外部约束。
——— 坚持提质增效与政策支持相结合。各有关方面要

积极主动作为，根据总体目标要求进一步明确高负债国有
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标、步骤、方式，并限期完成。国有
企业要坚持提质增效、苦练内功，通过扩大经营积累增强企
业资本实力，在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前提下，不断降低资产负
债率。同时，要为高负债国有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创造良好
政策和制度环境，完善资本补充机制，扩大股权融资，支持
盘活存量资产，稳妥有序开展债务重组和市场化债转股。

二、分类确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准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以资产负债率为基础约束指

标，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并动态
调整。原则上以本行业上年度规模以上全部企业平均资产
负债率为基准线，基准线加 5 个百分点为本年度资产负债
率预警线，基准线加 10 个百分点为本年度资产负债率重
点监管线。 （下转 6 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国有

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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