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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全国各地举行
缅怀革命英烈主题活动，祭奠英雄、追
思英烈，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
情怀。

英雄志、忠骨魂。英雄精神指引
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追思，汲取前行的力量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南京雨花台烈
士陵园，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鲜花簇
拥着的革命烈士塑像静静矗立，象征
着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长明灯”熊熊
燃烧。4日，南京中小学、高校的学生
代表约 1000 人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
祭奠先烈。

“恽代英烈士，黑白照片中的您，
眼神坚毅而充满自信，用一生追求共
产主义信仰……”南京市中学生代表
诵读青春献词，与革命先烈跨越时空

“对话”。
“我们以后要经常来追思先烈。”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刘家辰诵读
的是献给袁咨桐烈士的献词。“他在比

我小的年纪就为国家、为共产主义事
业献身。这样的事迹和精神应该让更
多的人知道。”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大义，在
家尽孝、为国尽忠。祭祖寄托人们的
家族宗亲之情，缅怀英烈抒发国之
大义。

“当年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新生
千百万，浩荡慰忠魂……”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清明节的铭
记——尊崇英雄烈士 厚植家国情
怀”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上，讲解员
和师生们的深情诵读让在场人士无不
动容。

93 岁高龄的八路军老战士樊玉
成、90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储渭，带
领少先队员，缓步走向独立自由勋章
雕塑，向在抗战中牺牲的战友献花。
回忆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老战
士激动地说，如今祖国的繁荣富强可
以告慰在战争中逝去的战友。

清理周围杂物、将烈士英灵安放
……清明节前夕，陈三牛烈士墓正式
迁入八达岭革命烈士陵园。北京市延

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闫永
杰，几年来奔波 3000 多公里，核准
2000 余个姓名，只为烈士有名又有

“家”。2016年，延庆区开展零散烈士
墓抢救性保护。“一条线索都不能放
过”，是闫永杰对自己的要求。

千里之外，贵州遵义，凤凰山上的
红军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义务宣讲
员黄先荣动情讲述了邓萍、钟伟剑、龙
思泉三位英雄的事迹。遵义市的民警
陈勇对于英雄事迹耳熟能详。“我们有
义务讲好遵义故事，将革命先烈的光
荣传统继承好、发扬好。”陈勇说。

看齐，筑起牢固的信仰之基

“我们看您来了！”在北京西山脚
下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大钊的长孙
女李乐群向前来祭奠的人们介绍她所
知道的爷爷：“他忙起来顾不上吃饭，
一块大饼、一根葱就能对付。”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我们向
先锋学习，向英烈学习，就是要从他们
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动力，筑起牢固的

信仰之基。
在哈尔滨杨靖宇烈士塑像前，哈尔

滨市第八中学国旗班的学生代表敬献
花篮。前来祭奠的哈尔滨市雷锋车队志
愿者协会会长栾景通说：“我们将继续
发扬‘雷锋精神’，做善事、当好人。”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
来人。

苍松翠柏之间，青岛崂山革命烈
士陵园纪念碑广场，黄白菊花寄托哀
思。“从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从抗日
战争到抗美援朝，你们把青春永远定
格在那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祭奠活动上，青岛的高校、中小
学生代表朗诵诗歌。青岛科技大学学
生王安琪说，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这次祭奠活动让她领悟到，要向英雄
学习，做不断奋斗的优秀青年。

岁月流逝，初心未改。不论在战
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激情
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是在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英雄精神
融入民族血脉，砥砺家国情怀，初心代
代相传。 （下转第三版）

祭奠，为了更好地前行

“179 个红点，代表 179 个环保问
题的具体位置，点开后，能看到整改前
后的样貌对比。”甘肃省张掖市生态环
境局副调研员韩多钢指着监控大屏幕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通过卫星遥感、地
面监测、数据集成、比对分析、异常预
警、常态监管等手段，张掖市建立起了

“天上看、地面查、网上管”的天地一体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张掖是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保
护与修复的主战场。据统计，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面积198.72万

公顷，其中张掖段151.91万公顷（含中
农发山丹马场），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76.44%，占张掖总面积的 36.2%。通
过建立“一库八网三平台”的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张掖市实现了对全市环境
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环境状况监测
全覆盖，提高了重点流域、重点区域、
重要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环境风
险预警与处置能力，有效维护了祁连
山和黑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全
域生态安全。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让我
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在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
识、更多深入的思考。”张掖市委书记

杨维俊表示，张掖将坚决担起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按照
生态保护和修复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的
要求，不断增强生态保护修复的针对
性、系统性、长效性，切实筑牢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

为实现对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化监
管，张掖市以2017年9月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张掖段）生态环境问题
完成现场整治时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
为基础，每月对保护区及周边地域进
行一次遥感监测，并通过张掖市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平台将疑似问题点
位推送至相关执法人员，做到及时发
现问题、及时检查核查、及时完成整
治。韩多钢告诉记者，从遥感监测来

看，2018年度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张掖段）生态环境恢复良好。

张掖市抓住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机遇，谋划实施了总规模200万亩、
总投资55亿元的祁连山国家公园和黑
河生态带、交通大林带、城市绿化带“一
园三带”造林绿化示范建设，2018年完
成人工造林31.1万亩，带动全市完成大
规模国土绿化面积50.8万亩。

按照中央相关通报和《甘肃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方
案》要求，张掖市确定重点实施8大类34
项整改任务，全面推进祁连山生态环境
整治和修复。截至目前，34项整改任务
中 28 项已完成，需 2020 年前完成的
6项任务正在推进中。（下转第二版）

甘肃张掖构建生态经济体系——

一手抓生态保护 一手抓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从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截至4月3日，连接“人间天
堂”杭州和“人间仙境”黄山的杭
黄高铁开通运营100天，安全发
送旅客超过150万人次。

被誉为“最美高铁”的杭黄
高铁，于2018年12月25日开通
运营。杭黄高铁打通了浙江西部
至安徽南部间山水相隔的天堑，
通过沪昆、杭甬、宁杭、合福等多
条高铁线与全国高铁网相连。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给沿线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和乡
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杭黄高铁开通后，绩溪、桐庐、淳
安等地特色民宿客流明显提升。

“浙西和皖南最重要的两张
牌就是生态优势和旅游资源。
杭黄高铁不仅让旅客乘一条高
铁线就能深入江南文化腹地，也
使许多昔日藏在深山人不知的
美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一条名
副其实的旅游线、生态线、文化
线，更是一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黄金发展线。”浙江大学经济
学院院长黄先海表示。

上图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
驶入浙江省淳安千岛湖站。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开通运营百日

“最美高铁”发送超150万人次

钢铁行业不仅超额完成产能化解
任务，还研发出全球首卷 2000 兆帕级
别热成型汽车钢等新产品新材料；生物
医药行业突破了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
当家的局面，诞生了多美素、津优力、克
艾力等一批新型生物制剂和抗肿瘤靶
向新药；装备制造行业实现全面转型升
级……谈到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发展的
成绩，可谓亮点多多、可圈可点。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
于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总书记‘河
北要树立知难而上的必胜信念，坚决
去、主动调、加快转’的要求，扎实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去’出发展新空间，‘调’出发
展新优势，‘转’出发展新动能，使经济
社会发展驶入健康可持续轨道。”河北
省委书记王东峰表示。

坚定不移地“去”，为转
型升级腾空间

钢厂里，火星四溅，一名头戴安全
帽、手持气割枪的工人正在拆除炼钢设
备；远处的厂房也在同步进行拆除，几
名工人正在紧张忙碌着——在国家博
物馆前段时间展出的“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一
张来自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北厂区
拆除现场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照片里的国丰钢铁北厂区，目前已
基本拆除完毕。国丰钢铁将通过减量
置换方式在沿海地区重新布局建设，生
产高强度汽车结构钢、集装箱用钢等高
附加值钢铁产品。

坚定不移去产能，是河北实现经济
转型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河北省委、
省政府把钢铁去产能作为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重头戏”和加
快调结构、促转型、治污染、保民生、稳
增长的“主战场”，紧紧咬住不松懈。

严格标准，倒逼去产能。河北省严
格执行环保、能耗、水耗、质量、技术、安全等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通
过采取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依法关停等措施倒逼不
达标产能退出市场。

市场办法，撬动去产能。河北省推广邯郸武安市“钢铁产能指标
交易”经验做法，根据产能情况把压减任务分摊到每家企业，按每万
吨铁、钢产能各100万元标准，缴纳产能指标置换交易金，效益好的
企业上缴交易金，效益差的企业拆炉子。

减量置换，促进去产能。严格落实1∶1.25产能减量置换方案，
对全省钢铁企业100吨以下转炉、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实施改造升
级（特钢和符合《铸造用生铁企业认定规范条件》的铸造高炉除外），
确保2020年底前全部完成。

走出国门，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在境外投资建设钢铁企业或参股、并购
国外钢铁企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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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44月月33日日，，
4670746707 次列车从南京次列车从南京
货运中心尧化门货场货运中心尧化门货场
驶出驶出（（无人机拍摄无人机拍摄）。）。
此次此次 4670746707 次列车从次列车从
南京货运中心尧化门南京货运中心尧化门
货场开出货场开出，，经上海芦经上海芦
潮港出口潮港出口，，终到站为终到站为
荷兰的鹿特丹荷兰的鹿特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李雨泽摄摄

图图②② 44月月33日日，，
湖南东安县经开区工湖南东安县经开区工
业园的湖南歌诺雅乐业园的湖南歌诺雅乐
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在组装打磨吉他员工在组装打磨吉他。。
近年来近年来，，东安县不断优东安县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化营商环境，，吸引多家吸引多家
企业相继落户企业相继落户，，生产的生产的
吉他销往波兰吉他销往波兰、、新加坡新加坡
等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沿线国
家和地区家和地区。。

严严 洁洁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44月月44日日，，嘉宾在卢森嘉宾在卢森
堡迪德朗日铁路场站拍摄首趟卢堡迪德朗日铁路场站拍摄首趟卢
森堡至成都中欧班列森堡至成都中欧班列。。首趟卢森首趟卢森
堡至成都中欧班列堡至成都中欧班列44日在卢森堡日在卢森堡
国家铁路多式联运公司迪德朗日国家铁路多式联运公司迪德朗日
铁路场站正式发车铁路场站正式发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郑焕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