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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重庆 9 月 25 日电（记

者李勇、徐旭忠、赵宇飞）在重庆万
州区长江岸边矗立 18 年的三阳化
工有限公司，一个个化学反应釜被
拆解，一台台废旧设备被运走……
为保护长江母亲河，它将告别历史
舞台，变身为公共绿地和物流
园区。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大
“考题”，三峡库区中心城市万州正
在同步作答：做“减法”，淘汰、拒绝
污染产业；同时做“加法”，优化产业
布局、提升产业层次、扩大对外开
放，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

减化工优生态

守护一库清水

走进三阳化工厂，几台大型挖
掘机正在紧张忙碌，挖除剩余的地
基和土层，拆除工作已进入最后
阶段。

这座年产值 2 亿元的化工企
业，预计今年内拆除完毕。300 亩土
地将实施生态修复，修复后将复绿
60 亩，另外 240 亩规划建设物流
园区。

如今在万州，一场清理整顿沿
江化工企业的自我革命正在推进。
万州已促成三阳化工、九棱化工等
6 家大型化工企业停产或转型。化
工产值占全区规模工业产值比重由
2012 年的 28 . 8% 降至 2018 年的
11 . 6%。

严控化工污染，是万州保护长
江母亲河的一部分。一批水泥、电
镀、造纸、煤矿企业或生产线也被关
停。“目前，全区已无钢铁、煤炭、电
解铝、平板玻璃等污染产业。”万州
区经信委副主任陈珑说。

同时，万州也为保护长江生态
做“加法”。两年来，万州共完成植树
造林 24 万亩；建成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 40 个，新增和改造城乡污水管网
360 余公里；建成覆盖全域的生活

垃圾收运系统；累计完成 50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一组数据印证着生态向好的轨迹：2018 年万州长江两岸森林

覆盖率达到 67 . 5%，同比提高 2 . 5 个百分点；长江干流万州段水
质总体保持Ⅱ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36 天，同比增加 19
天……

拒污染促转型 产业加速“绿化”

前不久，一家总投资近 3亿元、每年可贡献数千万元税收的再生
纸板企业有意落户万州经开区。这无疑是一份诱人的“大单”。但是，当
得知这家企业每天将产生 3吨污水时，万州经开区对其“一票否决”。

“两年来，万州拒绝的投资项目总额超过 50 亿元。”万州区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刘国庆说，对于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即使投
入再大，产出再高，万州也坚决说“不”。与此同时，万州在优化产
业布局方面做“加法”，经济呈现更多绿色元素。

在重庆中加环保有限公司，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废旧电
器，在自动化生产线上被一一拆解，塑料、重金属等将得到回收利
用或无害化处理。

“每年处理废旧家电 40 万台左右，覆盖范围包括整个三峡库
区。”重庆中加环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生文说，这既能解决
“电子垃圾”的污染问题，也能实现年产值近 1 亿元。

传统产业也正在实现绿色转型。作为万州绿色照明产业的领
军企业之一，三雄极光照明有限公司自 2016 年起，逐步淘汰含汞
的传统灯具产能，如今主要生产节能环保的 LED 灯具，2018 年产
值超过 14 亿元。

如今，万州已将产业发展思路调整为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绿色
照明、智能装备、食品医药、汽车和新材料五大重点产业。今年 1
至 7 月，五大产业总产值已占规模工业企业产值的 68 . 4%。

抓创新促开放 迈向高质量发展

走进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绝
于耳，一块块铜板经过熔铸、轧制、联拉、退火等复杂工序后，变成一
根根不同规格的精密铜管。精密铜管被称为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
的“血管”。金龙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精密铜管生产企业，拥有 100 多
项创新专利，海内外 14 个生产基地，年收入超过 300 亿元。

去年 3 月，万州经开区对金龙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企业全球
总部从河南新乡迁移至万州，成为万州谋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
注脚。如今，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万州快速增
长。今年 1 至 7 月万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 20%，远高于规
模工业增速，已占规模工业产值的 25%。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融入国家开放发展大战略，万州开放发
展的脚步越发轻快。

初秋的万州港，巨臂起舞，货轮穿梭。作为全年通航的深水良
港，万州港是长江上游重要的铁水联运枢纽。来自国内外的铁矿
石、煤炭、粮食等大宗货物沿长江黄金水道抵达万州，再通过铁路
集散到四川、陕西、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但近年来吞吐能力已
近饱和。

万州港 20 公里外，重庆四大枢纽港之一的万州新田港正在
建设中。新田港口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国胜说，新田港一期 5
个泊位将于今年内投入使用，将大幅提升万州港口的吞吐能力。

今年 6 月底，“陆海新通道”万州班列首发，满载着 30 个集装
箱的货物经广西北部湾发往东南亚国家，又将东南亚的水果、海
鲜等特色产品运回万州，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在万州
实现了无缝衔接。

万州，这座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的城市，正在汇聚
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资源，走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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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班大叔家乡：于阗欢歌再起时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上世纪 50 年代，毛
主席曾写下这样的豪迈诗篇。

于阗是汉代西域地名，在今天的新疆和田地区。它既是诗
人赞誉的歌舞之乡，也是骑着毛驴上北京的库尔班大叔的家
乡。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记者来到昆仑山下的和田地区
于田县，拜访库尔班大叔的后人，听他们讲述这里的新故事。

去往于田的路并不轻松。从乌鲁木齐市到和田市，直线距
离 980 公里，乘机飞行需要 2 个小时。一下飞机，我们又搭乘
汽车，沿着 315 国道一路向东。

1955 年秋季，库尔班大叔正打算骑着一头毛驴，与我们
搭乘的汽车相向而行。为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库尔班大叔决
定带着自家种植的果品，绕过大半个塔里木盆地，从乌鲁木齐
一直骑到北京，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他打了几百斤馕，准备骑毛驴走，被县里干部劝住后，他
又要拦汽车走……”当地干部回忆说。

和田地区曾是新疆交通建设最落后的区域之一，在 2018
年之前，这里是新疆唯一没有高速公路的地区。好消息是，在
建的西和（西宁-和田）高速与和若（和田-若羌）铁路将使这
里与中东部地区的距离大大缩短。

行驶 160 公里后，汽车穿过连片戈壁荒滩，开进库尔班大
叔的长女托乎提汗·库尔班居住的于田县先拜巴扎镇。

在维吾尔语中，“先拜巴扎”意为在星期六赶的集市。今
天，这里仍然商业繁荣，沿街开设的新疆菜馆门庭若市，装
修之精美丝毫不亚于城市大酒店。

小轿车、大卡车依次停靠在宽阔的柏油路旁，食客多是
来往于国道做生意的商人、运送货物的司机，听声音既有少
数民族语言，也不乏四川话、河南话。

90 岁的托乎提汗·库尔班就住在距餐馆商铺不远的一
幢砖房。叩开重重的木门，迎面是一堵类似中国传统建筑照
壁样式的墙，墙上画着 1958 年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时的
情景，画面上，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南疆秋季艳阳高照，小院内却满是阴凉。托乎提汗穿着
一件浅色碎花裙，头戴一顶精致的花帽，坐在葡萄藤下
歇息。

老人身体硬朗，说起共产党给新疆人民带来的变化，她
用维吾尔语激动地说了很多话，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
“亚克西”。

托乎提汗的儿子麦提赛地·艾萨说：“爷爷（指库尔班）、
母亲是吃过苦的人，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感情特别深。”

库尔班大叔全名库尔班·吐鲁木，出生于 1883 年，他从
小失去双亲，晚上睡在大地主依斯木的牛圈，白天在戈壁滩
放羊，全部家当只是一条破毛毯、一把破铜壶和一身沉重的
债务。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库尔班大叔在土地改革中分
得 14 亩土地和一栋新房，他打心眼里感激毛主席和共产
党。他坚持勤奋劳动，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

“这栋房子漂亮吗？在我们村基本家家都这样。”麦提赛
地带领我们参观着这座整齐、干净的农家院落，客厅里的电
视正播放着新闻，铺着猩红色地毯的木板床上，支起一张白
色的长桌，上面摆着一盘盘糖果。

先拜巴扎镇镇长托合提肉孜·阿西木说，全镇人均耕地只
有 1亩 4分，只够吃饱肚子，政府这些年通过引进产业和劳动
力转移为村民增收，小镇在 2016年已整镇脱贫。

“扶贫扶起了大家的志向，有的想给家里更好的房子，
有的想要更好的教育或医疗……总之，都在朝着新目标奔
跑。”托合提肉孜说。

库尔班大叔的家人也在追逐一样东西。“爷爷有个愿
望，我们家能有个当兵的。”麦提赛地说，他的母亲和他本人
都因身体不好失败了，但他的女儿却成功了。

2012 年，麦提赛地的独生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光荣
成为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的女兵。

“我 6 岁时就听过我爸念叨这个愿望。”如克亚木留着
一头利落的短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是您的骄傲
吧！”她扬起脸，向着对面的父亲笑着说。

2014 年，如克亚木回到于田县工作，后来成为库尔班·
吐鲁木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这座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迄
今已接待过数万名参观者。

告别托乎提汗时，老人执意为我们唱一首歌，内容是歌
唱毛主席的。托乎提汗虽然嗓子有些沙哑，曲调也记不完
整，可唱着歌的她却容光焕发，一点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记者张晓龙、于涛）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25 日电

新华社济南 9 月 25 日电（记者闫祥岭）近年来，山东省不
断完善政策体系，出台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推出 42 条具体举
措，严管和厚爱结合，树立崇尚实干、看重实绩的导向。弘扬奋
斗精神、崇尚真抓实干，正成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
追求。

42 条举措具“可操作性”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东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
作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在全省部署开展“工作落实年”活动。
不久前，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担当作为、狠抓落实”重
点任务的实施方案》，推出了 42 条具体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42 条举措均围绕“担当作为、狠抓落实”提出具体要求：
压减各类会议，今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单位)会议数量减少 1/
3 以上；精简各类文件，今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单位)制发文件
数量减少 1/3 以上；严控各类报表材料，省直各部门(单位)今
年要求基层上报的报表材料一律压减 50% 以上……

同时，制定政商交往“负面清单”，按照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要求，合理划定“安全区”和“禁止区”，鼓励各级领导
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正常交往，热忱支持企业发展；
加强诚信山东建设，开展地方政府和国企长期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专项清理，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失
信惩戒机制。

“方案涵盖内容非常广，实施举措有明确指标，具有可
操作性，对山东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和切
实可行的措施，为促进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将起到很好促进作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陈
言说。

选人用人：重用“出彩”者

在山东省推出的 42 条措施中，完善干部推荐考察制度
是重要的一条，要求对拟任干部的“落实力”进行“写实”评
价，并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山东省明确要求，大胆使用在基层扎实历练、在“吃劲”
岗位和艰苦地区经受磨练、表现优秀的干部，在关键时刻、
重大任务、突发事件、斗争一线豁得出来、冲得上去的干部，
让担当作为的干部有平台、有空间、有盼头、有奔头。

济南市聚焦“为担当者担当、让实干者实惠”，持续构建
干部正向激励机制，先后建立了事前“调研巡视”、事中“四
看一听”、事后“评估”选人用人工作闭环，打造寻找“出彩
型”好干部常态化机制，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出新出彩。

2018 年 12 月 11 日，蔡洪辉在济南市历城区住建局审
批科科长岗位上，被任命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项目建
设指挥部工程部长。他以自身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协调各
方，只用 108 天时间，完成了原本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
工作。

蔡洪辉表示，只要敢担当、肯实干，没有啃不掉的硬
骨头。

今年 7 月 1 日，蔡洪辉被评为济南市“出彩型”好干部。
“出彩型”好干部在济南的提拔重用比率已达 60%。

直指基层：营造政策体系

济南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电话铃声此起
彼伏，大数据在屏幕上滚动……多年来，济南市政府督查室
（热线办）的这条热线，以“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为工作
标准，成为济南市“民生直通车、发展助推器、行风监测仪、
决策信息源、形象代言人”。

今年 6 月，济南市政府督查室（热线办）热线二处被评
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该处原处长、“出彩型”好
干部赵琳被提拔为副区长。

山东多条举措直指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努
力为其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广阔的成长空间。

比如，明确要求拓展县乡干部成长空间，研究制定具体
方案，解决乡镇(街道)事业身份干部晋升“天花板”问题；明
确要求围绕满足基层干部就餐、住宿及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需要，明确建设标准，抓好乡镇(街道)机关“五小”(食堂、宿
舍、澡堂、图书室、文体活动室)建设。

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季冬晓认为，这 42 条措施不仅仅
围绕落实谈落实、围绕担当谈担当，更提出规范属地管理等
一系列措施，为“担当作为、狠抓落实”营造了立体式政策
体系。

山东：树实干导向，重用“出彩型”干部
推出 42 条具体举措，严管和厚爱结合

全面深化改革

新疆和平解放 70 年

灌辣椒水、站铁刺笼、坐老虎凳……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大肆制造白色
恐怖，企图通过所谓的“军政训练”来“教
化”被关押的新四军战士和其他爱国进
步人士。

然而，面对严刑拷打，被捕的新四军
将士们顽强不屈，冒着生命危险在狱中
组建了 7 个秘密党支部，继续和敌人进
行英勇斗争。一个党支部就像一面插在
黑狱里的红旗，带领着革命志士向反动
派的压迫奋起反抗。

“在上饶集中营里，秘密党支部就像
一根红线，把散落在各个牢房里的狱友
团结起来。”上饶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
书长陈琦告诉记者，秘密党支部成了被
囚革命志士开展狱内斗争的坚强堡垒。

1941 年 7 月 1 日，在各个秘密党支
部的精心安排下，被囚的共产党员和革
命志士们通过讲革命故事、唱《国际歌》、
用红纸剪五角星等方式，巧妙隐蔽地纪
念党的生日。

当天，被关押的革命志士王铁夫还
自己出钱托伙夫买来红豆腐乳和花生
米，在吃饭时分给各班的狱友，大家把红
豆腐乳慢慢倒在白花生米上面，将白花
生米慢慢染红，象征着革命势力一定能
消灭反革命势力。

14 岁就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的黄刚
培出生于江西临川一个农民家庭，他虽
然不是党员，但一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在上饶集中营
里，他耳闻目睹了共产党员不畏强暴、积极抗争的斗争事迹
后，更坚定了入党的决心。

当特务要求黄刚培写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时，他以
“不会写”断然拒绝。即使遭受毒打，做“三步一跪下，五步一
卧倒”的“特别操”，他依然一声不吭。

特务劝他，签名后认个错就能保释获得自由，若是指认
出几个共产党员，更能享受荣华富贵，在软硬兼施面前，黄
刚培选择的却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押期间他数次向监狱
内的党员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党组织。

秘密党支部书记沈韬听说黄刚培顽强斗争的表现后，同
意吸收其入党，并决定等出狱后为他补办正式的入党手续。

“上饶集中营里的革命斗争形势异常激烈，便是得益于
狱内建立的秘密党支部。成立了党支部以后，狱友们反抗斗
争的觉悟更高。”陈琦说。 （记者熊家林、范帆）

新华社南昌 9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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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集中营故事

“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共开国领袖展”开幕
▲观众在观看“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共开国领袖展”（9 月 23 日摄）。
9 月 23 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共开国领袖展”在北

京宋庆龄同志故居开幕。 新华社记者罗鑫摄

国庆节期间天安门广场及香山地区将采取交通管制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鲁畅）记者从北京市交
管部门获悉，2019 年“十一”国庆节期间，交管部门将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北京部分道路采取交
通管理措施。

其中，10 月 1 日 0时至 10 月 7 日 24时，天安门广场
地区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人大会堂南侧路禁止车辆通
行（持专项活动通行证的机动车除外），过往车辆（含公共

电、汽车）可绕行正义路和人大会堂西路。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每天 8时至 19时，香山地区南

辛村街（红枫路至香山南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
行驶。

北京市交管部门表示，对以上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区
域及道路，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具体管理措施。

▲ 9 月 5 日拍摄的重庆万州港江南集装箱作业区。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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