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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24日电 （记者郑明
达）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巴西副总统莫朗。

习近平请莫朗转达对博索纳罗总统的诚
挚问候，赞赏博索纳罗领导的巴西新政府致
力于发展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指
出，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大国，拥有共
同发展的愿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世界多
极化进程中两支重要力量。建交45年来，两
国关系硕果累累。当前，中巴关系正处在继
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双方要继续坚定将对方
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和伙伴，相互尊重，相
互信任，相互支持，把中巴关系打造成为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和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的重要力量，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
荣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巴西繁荣发展。
中巴合作互补性强，中方欢迎巴方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愿同巴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
实现共同发展。相信中巴合作必将迎来更加
广阔的前景。

莫朗首先转达博索纳罗总统对习近平的
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并转交博索纳罗致
习近平的亲署函。莫朗强调，博索纳罗总统
领导的巴西新政府继续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钦佩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高度评价
中国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的重要贡献，
视中国为相互信任、稳定可靠的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合作
和友谊，与中国携手并进。巴方愿促进本国

“投资伙伴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
接，拓展贸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欢
迎中方扩大对巴投资。巴方感谢中方支持巴
西今年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愿同中方
加强在金砖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
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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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巴西副总统莫朗。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
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
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一辈
子 坚 守 初 心 、不 改 本 色 ，事 迹 感
人 。 在 部 队 ，他 保 家 卫 国 ；到 地
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
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

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
学习的榜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
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
的强大力量。

今年 95 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
原西北野战军 359 旅 718 团 2 营 6
连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
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
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

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
称号。1955 年，张富清退役转业，
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
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
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
儿女也不知情。2018 年底，在退
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迹
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
面前。

习近平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积 极 弘 扬 奉 献 精 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
新 时 代 的 强 大 力 量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5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印度总理
莫迪致贺电，祝贺其领导全国民主
联 盟 赢 得 印 度 第 17 届 人 民 院
选举。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

印度互为重要邻国，是当今世界两
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
近年来呈现强有力发展势头。中
印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维护多边主义等重大问题上保

持着良好协调与合作。我高度重
视中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
力，把握好两国关系前进方向，增
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
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印度总理莫迪致贺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自
由贸易试验区第五批改革试点经验
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从投资管
理、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管等
3个方面，将共计18项改革试点经
验复制推广。5 年多来，我国自贸
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已
形成“1+3+7+1”覆盖东西南北中
的联动发展格局。

近年来，自贸试验区通过首创
性、差异化探索，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
成果为着力点，在投资、贸易、金
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探索和大胆尝试。

5 年多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关
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
新的若干措施和新版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电信、农
业、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加大开放压
力测试力度。

不同自贸试验区建设，带动了
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的优化，形成
了改革开放红利共享的局面。各个
自贸试验区形成若干改革试点经
验，正在全国进行复制推广。

比如，辽宁自贸试验区围绕建
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开展创新试
点，复制推广了“‘保税混矿’监
管”新模式；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
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自由
化和贸易便利化积极开展探索，复
制推广了“保税燃料油企业信用监
管”新模式等5项保税燃料油供应
方面的政策措施；陕西自贸试验区
围绕提高中欧班列辐射带动能力大
胆探索，复制推广了“铁路运输方
式仓单归并”新模式，显著提升了
中欧班列的通关效率。

这些试点经验来自地方、服务
全国，较好体现了对比试验、互补
试验的成果，达到了通过差异化探
索形成更加多元、更高水平制度创
新成果的预期目标。

当前，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
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要进一步完
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自贸试
验区将紧紧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
场活力，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彰显改革开放试验田标杆示

范引领作用。在发展更高层次开
放型经济、形成高标准的国际化
营商环境、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等方面蹚出新路。

今年，我国将以更大力度推进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分步骤探索
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在探
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方面，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海南的特点，
尽快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同时，推进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设立及方
案制定工作，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
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
探索。

此外，今年还将进一步压减自
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加快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开
放进程。研究出台进一步推进自由
贸易试验区扩大开放和创新发展的
政策措施，推动重点改革事项在自
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从而努力
形成更多高质量的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推动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新格局。

自贸试验区经验复制推广进一步加快——

对外开放活力将持续释放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姚 进

5版

在鄂、湘、渝三省市交界处，云
雾缭绕的武陵山脉，环抱着“一脚踏
三省”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来凤县。就在这茫茫深山之
中，一位有着71年党龄的战斗老英
雄，60多年深藏功名，坚守初心，不
改本色，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
利，书写了精彩人生——这位老英
雄就是张富清。

英雄“出山”
解开包裹，展现在眼前的是

3 枚闪耀光芒的军功章、一本立

功证书、一份西北野战军报功

书、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

“人民功臣”奖章。

2018年12月3日下午，来凤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张健全怀揣一个
红布包裹，来为自己95岁高龄的父
亲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登记。解
开包裹，展现在眼前的是3枚闪耀光
芒的军功章、一本立功证书、一份西
北野战军报功书、一枚西北军政委
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

噌的一下，信息采集员聂海波就
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这种人民功
臣奖章绝不是一般军人能拿到的。
再看到由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
亲自签发的‘报功书’，以及上面记录
的战功，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没想到
我们来凤县居然有这样一位功勋卓
著的战斗英雄！”聂海波回忆起当时
的情景，至今仍然十分激动。

来登记的张健全就是张富清的
小儿子。他告诉记者：“我当时也久
久难以平静。我们做儿女的，只知
道老父亲当过兵，从来不知道他有
战功！”

熟识张富清的人，知道他是一
个顽强的老人，在 88 岁高龄截肢
后，靠假肢又坚强地站了起来；交
往多一些的人，也只晓得他从来凤
县建设银行支行副行长位置上离
休。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出生于
1924 年的老人，曾立下赫赫战功。
深藏功名60余载，在他的职业生涯

中，张富清老人除向组织如实填报
个人情况外，从未对身边的人说起
过战功。

95岁的老英雄，就这样重新“出
山”，以“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方式
为人们所知。

峥嵘岁月
彭德怀握着他的手说：“你在永

丰战役表现突出，立下了大功。”

时光穿越回71年前的1948年，
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光明与黑暗的殊
死决战，神州大地硝烟弥漫。为了
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
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那年3月，
24 岁的张富清光荣入伍，成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359 旅 718
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

当年6月，张富清在壶梯山战役
中任突击组长，攻下敌人碉堡一个、
击毙敌人两名、缴机枪一挺……在
炮火中，张富清迅速成长。“因为打
仗勇敢，1948年8月，全连就推举我
一人入了党。”张富清老人激动地回
忆说：“是党把我从一个出身贫苦农
家、大字不识的长工，培养成了一名
军人，一个共产党员！”

老人说，“打了多少仗，我也说不
清了。不分白天黑夜，每天都有战
斗，只是大与小的区别”。在老人的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当数永丰战役。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血战是

一次攻坚战，战况异常惨烈。敌军
胡宗南部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军压
缩在以永丰城为核心的镇堡内困兽
犹斗。据史料记载，“一夜之间换了
3个营长、8个连长”，牺牲的比例之
高、战斗之激烈可以想象。

1948年11月27日夜，作为突击
队员的张富清和另两名突击队员，通
过地道接近城墙，扒着墙砖缝隙攀上
城墙。身高一米六二的张富清虽然个
头小但身手十分敏捷，他第一个跳下
城墙，端起冲锋枪猛扫，敌人倒下一
片。突然，他感觉头部被重重地砸了
一下，顿时头晕目眩，用手一摸头顶，
一块头皮翻了起来，满脸都是血……
原来是一颗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在头
顶留下一道浅沟，如果这颗子弹再下
来分毫，他当场就牺牲了。此时，他已
顾不了这些，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
接近敌人碉堡，用刺刀刨出一个坑，把
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
拉下手榴弹的拉环，迅速滚到一边。
一声巨响，敌人碉堡飞上天。趁着硝
烟弥漫，张富清又飞快爬近另一座碉
堡，用同样的方法将其炸毁。那一
夜，突击队缴获了两挺机枪和数箱弹
药。28日凌晨3点，我军发起总攻，
至上午10时，战斗胜利结束，敌军军
长都做了俘虏。 （下转第三版）

英雄闲日月 深藏功与名
——记“人民功臣”张富清（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徐 红

左图 这是张富清年轻时的照片。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上图 张富清在家看书学习。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立下赫赫战功，却没有要求衣
锦还乡，而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深
藏功名，在偏远山区扎根奉献了一
辈子，这就是张富清的一生。

张富清藏起的是赫赫战功和深
厚资历，显露的却是一个本色共产
党员的崇高精神。革命年代，“党指
到哪儿，就打到哪儿”，他出生入死，
冲锋在前，那是对党“绝对忠诚”。
退役转业之后，“党让我去哪就去
哪，哪里最艰苦就去哪儿”，他把荣
誉封存，不讲条件、不计得失，这也
是对党“绝对忠诚”。

在战争中，决定胜败关键的，是
信仰和意志！张富清老人这样总
结。在和平年代，他也是一直用信

仰和意志书写精彩的人生答卷。一
辈子珍视荣誉却淡泊名利，坚守初
心，不改本色，活得朴实而纯粹。他
是战斗英雄，更是时代楷模。

英雄无悔，誓言如山。张富清
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本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
们需要学习和践行张富清精神。当
我们在付出与回报之间衡量再三的
时候，当我们为境遇不如意而愤愤
不平的时候，当我们因一时困难而

垂头丧气的时候，当我们因理想和
现实的距离而彷徨的时候，我们可
以对照张富清老人，检校自己，是否
在困难面前忘了誓言、在名利面前
丢了初心，是不是偏离了出发时的
方向？

真的英雄，扛起的是忠诚与责
任，放下的是名利和得失！紧要关
头敢拼命，和平年代不迷失，困难当
前能泰然，得失面前能淡然。致敬，
这一份英雄本色！

向“人民功臣”致敬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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