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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馆陶县范筑先纪念馆内，两
排红色大字“杀敌挺身甘一死，裹尸还
葬足千秋”映入眼帘。一座范筑先的石
膏塑像巍然屹立，500多平方米的纪念
馆内，影像、图片、文字等讲述了范筑先
光辉的一生。

范筑先，1882年出生，山东馆陶（今
属河北省）人。历任炮兵营长、补充团
团长、第 8 旅旅长等职。1931 年回山
东，先后任第3路军参议、沂水县县长、
临沂县县长。1936年，任山东省第6区
行政公署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县县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筑先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
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先后组织建立了
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1938
年，为策应武汉会战，先后两次组织部
队攻击驻守在济南的日军。

1938年11月初，毛泽东专门派人
给他带去亲笔信，对其表示慰问和嘉
勉。11 月 14 日，日军进攻聊城，范筑
先率部抗击，700 多名将士大部分战
死。次日，聊城被日军占领，范筑先宁
死不当俘虏，举枪自尽。

范筑先牺牲后，国民政府特令褒
扬，追晋范筑先为陆军中将。中共重庆

《新华日报》发表了敬悼抗日英雄范筑
先先生的时评，延安中共中央《解放》周
刊发表了纪念文章《哀悼民族老英雄范
筑先》。

馆陶县政协文史办原主任刘清月
从事范筑先研究30多年。据他介绍，
当时日军主力踏上齐鲁大地，国民党军
队纷纷南撤，可年近六旬的范筑先却没
有撤退。范筑先曾说，大敌当前，我们
守土有责，不抵抗就撤走，何颜以对全

国父老？范筑先在战斗中奋勇杀敌，身
负重伤，最后壮烈殉国。

1988年，为纪念范筑先殉国50周
年，山东省聊城市在范筑先殉国的地方
修建了范筑先纪念馆。2009 年，范筑
先的家乡河北省馆陶县的范筑先纪念
馆建成，县内一条新修建的街道被命名
为筑先路。每年清明节等节日，该县都
组织中小学生、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来此
开展纪念活动，每年游客达到 2 万
人次。

范筑先的后人范小云表示，祖父当
年为了守卫一方领土，牺牲自己生命，
自己将时刻以祖父为榜样，在工作岗位
上更加努力，用自己的行动让周围人生
活更美好。

馆陶县是中国粮画之乡、中国黄瓜
之乡。范筑先当年的奋斗精神，依然被
馆陶干群不断学习传承，今日的馆陶正
以全新的面貌，迅速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新华社电）

深秋时节，牡丹江的支流——乌斯
浑河在漫漫草木枯黄中静静流淌。80
年前，这条裹挟着侵华日军罪恶子弹的
凶狠之河，吞噬了8条宁死不屈的如花
生命。而今，“八女投江”纪念碑矗立在
乌斯浑河东岸，透过历史的尘烟，深情
凝望着这片承载过血与火的土地锻铸
出富饶与祥和。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
北抗日联军 8 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
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
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
第 2 路军第 5 军妇女团的政治指导员
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
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
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 年生，黑
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
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
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
动。1936 年，她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
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
5 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
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
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
调到第 5 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
员。1938 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
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
婴儿，随第 5 军第 1 师部队西征，任妇
女团政治指导员。

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
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1938

年 7 月 12 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
是年10月上旬，队伍在牡丹江地区乌
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
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上述 8 名
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
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
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
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
人的攻击，但她们却被敌人围困于
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
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冷云
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
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
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
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
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
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 23
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历史之河，永不停歇。30年前，为
弘扬八女英烈精神，在牡丹江市江滨公
园，一座巨型“八女投江”群雕拔地而
起，成为这个城市的“红色地标”。

文/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据新华社电）

“设置24小时服务区，提供自助缴费、网上
政务等便民服务”“打破工作日和8小时制，推行
专人上门、专职代办等亲情化服务”……在杨文
彬的工作笔记中，夹着一些便笺纸，上面记载着
他随时想到的工作思路。

“这么大的‘政务超市’，都是为群众服务，
可不能有一丝马虎。”杨文彬是甘肃平凉市政务
大厅管委办主任，他所说的“政务超市”是平凉
市今年深化“放管服”改革中的一项举措：通过
整合平凉市和崆峒区两级办事机构，新建市区
政务服务中心，进驻各部门、单位和公共服务机
构 95 个、工作人员 564 名，进驻政务服务事项
1887 项，占市、区两级总事项的 92.8%，打造推
出了管理智能化、办事便捷化和服务高效化的

“一站式多功能政务超市”，实现让企业和群众

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今年 10 月份，这家“政务超市”正式运行。

记者在二楼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区看到，前来办
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介绍说，为
缩减办理环节和收件材料，平凉市建立不动产
统一登记平台，对39项分类事项规定在5个工
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查询、注销登记等即时
办结。

“以前办不动产登记要跑好几个部门，办完
需要10多天。”市民柳萍娟说，这次只用了5天，
也不用到各个部门来回跑了。

杨文杉告诉记者，平凉“政务超市”按照进
驻事项属性、业务关联度和便民快捷服务的原
则，布设了税务服务区、公安交管服务区、运政
服务区、医疗保险服务区、不动产登记服务区等
20个功能区域。

“以前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都有各自
的政务办事窗口，群众办事要满城转，很不方
便。”杨文彬介绍说，现在的“政务超市”将

市区原有的办事窗口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了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运行模式，办事群
众只需根据待办事项，去不同的功能区域办理
即可。

位于一楼的税务服务区是平凉“政务超市”
最繁忙的区域，每天接待2000余人次。崆峒区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曹惠告诉记者，以前
办税服务厅受场地条件限制，资源整合不够，有
时需要纳税人“多头找、往返跑”。在进驻“政务
超市”后，税务部门开通了28个办事窗口和12
个自助办事窗口，并开设了税务体验区，在专职
人员的引导演示下，让纳税人自助办理、网上
办理。

“以前平凉市、崆峒区两处政务大厅在全省
各市州政务大厅服务排名中一度垫底。”杨文彬
说，“政务超市”的建成运营，让平凉市在政务服
务方面打了个“翻身仗”，“现在我们的政务服务
中心，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管理模式和运行机
制方面，都处于全省各市州前列”。

福建省晋江市是我国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
地区之一。2010 年，刘文儒调到晋江市任职，
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8年来，这里既有“晋
江模式”的探索、“晋江经验”的弘扬、新兴产业
的崛起，又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传统经济的
转型等一系列挑战与考验。身为“一线总指挥”
的刘文儒，以“敢为人先，爱拼才会赢”的担当，
为晋江的发展谋划出精彩篇章。

2017年10月15日，意大利撒丁岛，国际中
体联宣布，晋江高票获得2020年第18届世界中
学生运动会举办权。这是作为县级市的晋江几
经努力收获的一份荣誉。

时间追溯到 2016 年 12 月，第 18 届世界中
学生运动会申办任务刚一启动，就碰到国际中
体联申办体制改革，申办城市众多，竞争激烈。
刘文儒坚定表示，申办已然启动，绝无退路，一
定要抢抓这次难得机遇。

递交申办报告、迎接现场考评，时间紧、考
题难、程序繁。刘文儒担任迎检总指挥，短短一
个月内，几十处考察点完善、上百公里沿途景观
提升。他还多次率团奔走10多个国家，向各位
执委汇报和宣讲申办主张，最终圆梦世界中学
生运动会，同时也开了我国县级城市成功申办
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先河。

刘文儒敢拼敢为抢抓机遇促发展的事例还
有很多。2016年，正值芯片产业重大布局之际，

刘文儒敏锐捕捉时机，毅然进军集成电路产
业。他带领团队上下奔走，终于引进一个在外
人看来无法做到的千亿元投资项目。

在争取福州大学科教园区落户晋江的过程
中，刘文儒更是全身心投入。他发挥“城建专
家”的优势，深入一线办公，亲自督促进度，项目
从2017年2月开工，仅用14个月就完成一期启
动区16万平方米的建设、设备采购及周边市政
配套。今年10月，福州大学科教园举行2018年
秋季开学典礼，揭开了校地合作的新征程。

“高铁新区最后一幢征迁楼业主已经主动
签约。目前，高铁新区项目2512幢、157万平方
米房屋征迁签约工作全部完成。”晋江高铁新区
项目指挥部负责人郭鸿荣告诉记者。为顺利推
进项目，刘文儒带领干部与征迁户反复沟通，动
员群众，宣传安置政策……如今，这个事关晋江
城市跨越发展的重大项目，全部实现和谐征迁。

“发展就是最大的担当。晋江的干部群众
把晋江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在推动城市转型
提升中，身处一线的干部更需要有一份自觉的
担当。”刘文儒说。

刘文儒长期从事城建管理，曾任泉州市建
设局局长，被评为全国建设系统劳模。从到晋
江任职开始，刘文儒就提出“建设国际化创新
型品质城市”的目标，以及“先进制造业立市、
高新产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兴市”的实体经济
发展思路，精准实施人才强市、新型城镇化、国
际化“三大战略”，开创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
局面。

作为一个县级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创新型
品质城市，起初有人认为“匪夷所思”。但他与
市委班子成员达成共识，认为这是一个与晋江

经济、知名度相适应，与城市转型期的内涵提升
相适应的发展战略。为此，他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专业视角在全市执
行建筑退让等7个强制性指标，保证城市建设质
量，并耐心听取群众意见，解决涉拆人员就业养
老教育难题……8年来，晋江新型城镇化发展持
续提速，民生工程不断完善，城乡面貌脱胎换
骨，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典范。

如今，晋江已有5万多家企业，且多以鞋服
等传统产业为主。“晋江经济发展较快，很多困
难、瓶颈也比别的地方早遇到，我们不能回避，要
直面问题。”刘文儒时常这样提醒身边的干部。

从2015年起，晋江民营企业遇到了转型升
级瓶颈，还有一批企业金融风险开始显现。刘
文儒提出了“绝对不能怕得罪人不敢为，绝对不
能遇到问题不作为，绝对不能等靠要慢作为，绝
对不能简单把问题上交而不愿为”的“四个绝对
不能”，并以身作则，带领班子成员直面困难、奋
力突围，有效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等难点问题。

2016年年底，晋江全市贷款不良率一度接
近临界线。刘文儒沉着应对，深入银行、企业调
研担保链风险化解措施及途径。在调研中他发
现积极借助国企力量参与，既能处置不良贷款，
又可化解担保链风险，一举两得。于是，他立即
责成财政部门成立不良处置对接组，国有资本
出资8亿多元设立“过桥资金池”，联合民间资本
对接银行不良贷款打包处置方案。2017年，晋
江市承接处置银行不良贷款达45亿余元，快速
压降不良贷款，同时有效斩断担保链，化解担保
链风险贷款超100亿元。刘文儒再次以善打硬
仗的气魄让晋江企业成功渡过了金融风险难
关，赢得了后续大踏步发展的先机。

甘肃平凉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多功能“政务超市”高效便民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谋发展就是最大的担当
——记福建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

本报记者 陈 煜

11 月 8 日，安徽省庐
江县万山镇扶贫产业园，
农民抓紧晴好天气抢收金
丝皇菊。近年来，庐江县
从土地流转、金融服务等
方面大力扶持菊花产业发
展，帮助种植大户增产增
收，吸纳贫困劳动力就近
就业。目前，该县菊花种
植面积达万亩，带动1200
多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学 长摄

万亩菊花
助力增收

范筑先：铁血将军守土有责

八女投江：宁死不屈的如花战士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由中共
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8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11
月10日在重庆开幕，吸引了1300多名
高层次人才携技术项目参会。

本届洽谈会以“创新创业·人才引
领”为主题，举办前沿科技学术报告会、
人才发展环境暨创新创业成果展、创新
创业项目对接洽谈会、人才招聘会、创
新创业项目大赛等 18 场活动，聚焦重
庆大数据、智能化、生物医药、生态环保

等领域发展需求，实现创新创业项目、
人才等资源要素在更广领域、更高水平
上的对接和互通。

据悉，重庆举办国际人才创新创业
洽谈会，旨在搭建一个集人才、智力、技
术、项目于一体的国际性交流合作平
台。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此
前已连续举办3届，签约引进228位高
层次人才，带动260个高质量的创新项
目落地生根，成为西部地区集聚高层次
人才的重要品牌。

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2018 世
界温州人大会日前在温州举办。来自
世界各地的1300余名温州籍人士返乡
参会，围绕“美美与共新温州”主题，共
话桑梓、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会上，温州正式发布创建新时代
“两个健康”先行区、加快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 41 条“实施意见”和 80 条相
关政策措施。这是迄今为止温州推出
的最全面、最系统、力度最大的扶企助
企政策。

这些“组合拳”主要围绕 5 个方
面展开：增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活
力、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着力破
解企业发展难题、致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其中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企业和企业家创
新容错免责机制，实行轻微违法慎用
强制措施；推行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

“无还本续贷”；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
良率容忍度可比平均贷款不良率容忍
度高出2个百分点；等等。

世 界 温 州 人 大 会 举 办

（上接第一版）

创新创业的“梦工厂”

随着一项项前沿科技产品登上高交会，一
个个创新企业也随之成长为世界科技巨擘。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近300家企业借高交会平台
成功上市。在首届高交会上，腾讯公司获得了
来自 IDG 和盈科数码 22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如今成为市值过千亿美元的国际互联网巨头；
同年，名不见经传的大族激光公司在此接到了
40 台设备的订单，成交额逾 1000 万元。如
今，大族激光已经成为亚洲最大、世界前三的
工业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商。类似的还有金蝶软
件、汉王科技、科大讯飞等一批民企，借助高
交会实现“蝶变”，走上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道路。

据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高交会交
易中心主任苏彦伟介绍，在第二十届高交会上，
除柔宇科技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已经确定参加
高交会 IT 展外，一大批未来之星，如星行科技

有限公司等也将亮相，将带来多个前沿科技发
展成果，展示未来科技与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专注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柔宇科技有
限公司将展示柔性显示、柔性传感所带来的全
新人机交互方式；专注于研制人工智能芯片的
比特大陆集团，将推出多款儿童早教机器人，把
精选的启蒙知识、早教课程融入以语音及运动
控制为主的智能交互之中。

中外科技交流的“桥梁”

随着展览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高交会已经成为衔接科技成果、产业
和贸易的重要平台。从首届高交会有5个外国
政府团组、2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展，到第
十九届高交会有46个国家及欧盟在内的49个
外国团组参展，高交会在国家、地区之间的经
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已被广大海内外客商视为展示实力、获取信息、
加强交流、寻求合作的重要舞台。

据苏彦伟介绍，截至11月5日，已有巴林、

智利、捷克、德国、俄罗斯、加拿大、韩国、
美国等 4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61 个团组参展
本届高交会，其中含31个“一带一路”国家，
参展国家数创历史新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国家参展热情高涨，智利、古巴、秘鲁等
国均为首次参展。

在“引进来”的同时，高交会还通过组织多
样化的海外分会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自2005年起，高交会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芬
兰、匈牙利、德国和以色列等国家举办海外分会
场，涵盖信息技术、节能环保、风险投资、金融贸
易等领域的多个国际合作项目进入了实质操作
阶段。如今，海外分会场已发展成为外国企业
在中国扩展商业网络的重要平台和中国科技企
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今年 6 月，2018
年高交会海外分会场分别在冰岛、挪威、瑞典举
行，来自广东、河南、黑龙江等的中方团组，围绕
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金融投资、生命科学、创业
创新等领域展开了深入交流并达成相关合作
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