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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表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
惜，向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他强调，
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

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
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
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 年她从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
百色工作。2018年3月，黄文秀同志积
极响应组织号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
下降 20％以上。2019 年 6 月 17 日凌
晨，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
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 30 岁的宝贵
生命。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为配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更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图书
的阅读需求，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等 11家出版单位出版的30种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重点图书，7月1日在学习强国、
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易阅通、咪咕、
掌阅等14家网络传播平台上线。

30种重点数字图书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本，以及权威
部门等编写的论述摘编、学习读本、
思想研究、用语解读、描写习近平
总书记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涵盖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外交
等领域。14 家网络传播平台设置
了“新时代 新经典——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
数字图书专栏”，人民网等7家中央
重点新闻网站设置了专栏链接，着
力通过互联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实现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去年9月有关部门组织集中上
线第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以
来，读者访问量、点击量、下载量不
断攀升，利用互联网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阅
读新风尚。

习习海风中，位于山东日照市岚山区的两座5100立方米
炼钢高炉拔地而起，成为这座昔日渔港的新地标。承载着全
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任务的山东钢铁日照精品钢基地项
目落户岚山后，138项全国乃至全球首创的前沿钢铁产业科
技在这里迅速孵化、成熟，产品已进入欧洲宝马、中国一汽大
众等知名公司。

根据规划，山东一半的钢铁产能将要布局在岚山区。岚
山区在万亩滩涂上加快构筑现代化临港经济体系，“黄海明
珠、钢铁新城”全面破题。

日照钢铁集团第5条ESP生产线的厂房正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世界上长度最短的热轧钢卷生产线将在这里诞生。”该项目
组负责人彭朝飞告诉记者：“普通钢材生产线动辄上千米，而这
条ESP轧线长度仅为180米，占地面积只有传统热轧生产线的
三分之一；板材厚度仅有0.6毫米，比其他企业产品要薄一半多；
上千摄氏度的钢水直接通过一台连铸连轧机就能生产出热轧钢
卷，效率提升50%，能耗降低70%，碳排放减少30%。”

ESP全称“无头带钢生产线”，由于无需对带钢头和尾端
进行剪切，成材率高达98%以上，代表了当今世界热轧带钢技
术的最高水平。2013年以来，日钢集团主动压缩400万吨螺
纹钢产能，投资300多亿元建设ESP生产线，助力日钢从普
通碳素结构钢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汽车板、集装箱板等
产品转型。目前，其产品已出口至5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80%以上，型钢应用于港珠澳大桥、香
港高铁站地基建设、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等工程。去年，
日钢集团累计实现销售收入817亿元，同比增长20.3%；实现
净利润87亿元，同比增长17.9%。

依托于两大钢企，岚山区规划建设了6大板块、14类细分
产业的钢铁配套产业园区。目前，涵盖钢铁精深加工、高档冶
金、先进装备制造、新型建筑材料等产业的26个“吃钢嚼铁”
项目已经入驻园区。

挺起“钢铁脊梁”后，岚山区连续两年地区生产总值、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
居山东省区县前列。但岚山区深知，建设“钢铁丛林”的同时，
环境保护更加重要。他们铁腕治污，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
以“零容忍”的态度保持督察与问责力度，在“钢铁丛林”中保
住绿水青山。

岚山区大力完善能源转化体系，实现海水淡化与化工利
用、煤气回收与发电利用、炉渣加工与建筑利用的良性循环。
此外，他们还投资17.3亿元，造林2.8万亩，修复海岸线8.1公
里、恢复湿地3000亩，实施“七大环保提升工程”，委托中科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开展大气污染源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环
境治理。山东钢铁日照精品基地项目环保投入64.7亿元，占
总投资比重达七分之一，废气排放远远低于标准值。日钢集
团已累计投资90多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建设，今年
还将投入7500万元实施“烟囱消白”工程。

“我们将继续做好‘建链、补链、强链’文章，抢抓新旧动能
转换机遇，搭乘高速发展的产业快车。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世
界级的现代化钢铁工业制造基地必将崛起于黄海之滨。”岚山
区委书记来风华说。

本报北京7月1日讯 记者林火灿
报道：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沧桑巨变七
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一》。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
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
量连上新台阶。2018 年我国人均国民
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

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
薄弱。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9
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
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
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 年达到 412119
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
续提升。近 3 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
越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

关，2018 年达到 900309 亿元，占世界
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1952 年增长
175 倍，年均增长 8.1%；其中，1979 年
至 2018 年年均增长 9.4%，远高于同期
世界经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8 年我国
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 9732 美元，高于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财政实力由
弱变强。1951年至2018年全国财政收
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年至2018
年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
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此外，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
力日益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
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得到160多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倡
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以
WTO 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制
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了中国
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习近平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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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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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岚山区：

“钢铁脊梁”挺起 绿水青山依旧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解玉升 王 田

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伟大飞跃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9732美元

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立足实际，将开展主
题教育融入工作实际当中，创新方式方
法，做到忠诚履职尽责。

天津市委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要真正沉下去，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
的实招、硬招。目前，首批207个单位已
全面启动主题教育。天津市社保中心开
展“我为社保建言献策”活动，共收到各
类建议 2364 条。根据建议，天津市 12
家“社银一体化”服务网点正式对参保单
位和个人开放，个人打印缴费证明等20
项社保业务都可以在“社银一体化”服务
网点办理。天津交通运输委增加了安全
生产、出租车行业综合治理等6方面治
理内容，并加速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等重点任务。天津市水务局坚持
把查找问题与解决群众关注问题同时进
行，截至目前，全市域共排查出河道、沟
渠、坑塘等各类黑臭水体542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浙江省各单位紧密联系思
想和工作实际，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做
到主题教育和各项工作两手抓、两促
进。省政府办公厅把主题教育与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政府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工作结合起来，统
筹谋划、全面推进。省委政法委将主
题教育与扫黑除恶工作相结合，围绕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边学习边深入
基层开展调研。省水利厅要求党员干
部深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提出的“一个目标、三个不怕”防
汛防台理念，把防汛战场作为主题教

育的课堂。
湖北省委要求，在主题教育中要坚

持问题导向，把硬招用起来，入木三分
解剖问题，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同时力
戒形式主义，把实效干出来，改进主题
教育推进方式，不搞层层加码、痕迹管
理，减少繁文缛节，以好的作风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好的成效。省发改委要求，
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切实做好“稳促
调惠防保”，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切实为民服务解难题。省长江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表示，要通过开展主
题教育，激励党员干部聚精会神做好自
己事情，继续担当尽责、攻坚克难，为长

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贡献更大
力量。

辽宁省在做好中央部署的8个专项
整治的同时，结合实际开展“信访突出问
题”和“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两个专
项整治，省市县三级联动，形成合力，务
求实效，确保问题整改切实见效。辽宁
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从问题出发，把思
想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如大连市提出持续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方面下功夫，着眼振兴发展实际，拿
出更多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通过扎
实开展主题教育，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
创新、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建
设等各项工作争先晋位。目前，全省参
加第一批主题教育的单位已全部完成启
动工作。

文/本 报 记 者 武 自 然 商 瑞
黄 平 郑明桥 柳 洁 张允强 实

习生 徐燕飞

各地深入开展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融入工作实际 忠诚履职尽责

多彩活动庆“七一”
连日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
右图 7月1日，昆明开往大理的D8710次列车上，乘务员与

旅客共唱红色歌曲，庆祝建党98周年。 胡 芃摄（中经视觉）
下图 6月30日，浙江省台州市路北街道的党员志愿者和群

众在公园敲起大鼓，庆祝党的生日。 蒋友亲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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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要姓“农”、立农、兴农

2019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

“开盘”在即，科创板怎么投怎么管

5G手机来了，买不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