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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陆牧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
武陵山腹地，西有滩险浪高的乌江天
堑，南靠梵净山天然屏障，历来是兵家
必争之地。7月17日，记者从酉阳县
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驱车 2 个多
小时，来到了位于酉阳县西南角的南
腰界镇。

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进驻南
腰界，建立了以此为大本营的黔东特
区革命根据地，并实现了红三军与红
六军团的成功会师，为开创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如今，走进
南腰界，约300多米长的红军街上，中
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红三军油
印办公室、红三军宣传队、共产党十大
政纲宣传标语等革命旧址依然保存完
好，令人不禁遥想当年队伍进出、军歌
嘹亮的景象。

红三军为何选择在这里安营扎
寨？酉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黎洪说，
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战略地位比较
重要，人口多，兵源广，不仅队伍给养
有保障，军事上也有回旋余地。据党
史记载，1934 年 6 月，中共湘鄂西中
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建立

以南腰界为大本营的黔东特区革命根
据地。

“由于南腰界位置偏僻，在红军到
来之前，这里的土家族、苗族和汉族人
民曾经饱受封建地主和官僚的剥削压
迫，日子过得很苦。”酉阳县红色景区
管委会主任白明跃告诉记者。

红军的到来，给南腰界人民带来
了希望和光明。68 岁的南腰界大坝
村村民池再武告诉记者，他爷爷池宽
成当年是南腰界游击大队大队长。“小
时候经常听爷爷说，红军在南腰界不
仅组织民众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地主
恶霸，还经常帮助村民挑水、劈柴、下
地干农活，乡亲们都说红军好。”池再
武回忆道。

“1934 年8月初。当贺龙率红军
主力到印江、淇滩迎击来犯之敌时，躲
在大山中的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和儿
子冉崇侯，趁机带领土司武装窜回南
腰界，残杀红军留守人员、伤病员和游
击队员。贺龙闻讯后，马上派兵连夜
返回南腰界，围攻冉家祠堂。”白明跃
介绍说，当时，冉瑞廷闻讯后逃跑，冉
崇侯则挟持100多名乡亲退入冉家祠

堂。为了乡亲们的安全，红军对祠堂
只围不攻，断其粮草和水源，团丁们终
于被迫放出挟持的乡亲。1934年9月
12日晚，冉崇侯在逃跑途中被击毙。

“党和红军走到哪里都不忘为老
百姓谋福。”南腰界中心小学校教师何
立双长期致力于当地口述历史的挖掘
工作，对红军在南腰界的革命历史颇
有研究。他告诉记者，红三军在南腰
界建立了红军医院，为红军伤病员和
当地群众看病；明令废除一切苛捐杂
税，取消反动政权的收税机关；发展商
贸，保护小商小贩自由贸易和行商公
平交易……

何立双说，黔东特区所辖范围纵横
100 多公里，有 17 个区革命委员会、
170多个乡级苏维埃政权。随着苏维
埃运动的兴起，南腰界人民的生产积极
性空前，革命热情高涨。从那以后，“太
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
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门前喜
鹊叫喳喳，千年土地回老家，红军给我
来撑腰，工农翻身坐天下”等一首首欢
歌经常在土家苗寨里响起。

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

和巩固的同时，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
遣队的红六军团9700多人在经过两
个多月的远征苦战后也进入到黔东地
区。

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红六
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
庆祝大会。紧接着，部队进行整编，红
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后，红二、
六军团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发展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1 月至 8 月，红二、六军
团粉碎了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有力
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白明跃认
为，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的胜利会
师，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
有生力量，对策应中央红军的胜利转
移和 1935 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有着
深远的历史意义。

山风浓烈，落日的余晖让红二、六
军团会师广场显得更加肃穆，南腰界
会师纪念塔直指云天。“革命的‘火种’
仍在一代又一代的老区人民手中传
递。”黎洪说，酉阳人民已经将长征精
神化为内在动力，在新长征路上勇往
直前。

太阳出来暖洋洋 红军给我来撑腰
——来自重庆酉阳县的报道

一道亮光划过铁板，伴随着吱吱
声响，十几厘米厚的钢棍应声而断，横
截面光滑如镜。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切
割机已成为工业设备激光切割技术的
领头羊，产销量全球第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各类制
造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成
长。如今，许多原先需要进口的产品，
如紫外激光器、激光打标机、高功率激
光切割机、交通轨道防雷产品和信号
控制产品等，深圳制造不仅能满足国
内市场需求，相关技术还实现了赶超
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全球领跑者。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深圳制造
如何实现逆袭？竞争必须有过硬功
底，高新技术是根本。先学习，再创
新，后赶超，是深圳制造努力前行的崛
起之路。

“经过多年的自主技术研发，我们

的产品已经具备领先优势，并直接与
西门子等跨国巨头开展竞争。”深圳市
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帆告诉记者，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
自主创新，近20年对标国际同行一路
追赶，科安达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再到
领跑。

作为一家深耕轨道交通领域产
品、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
民营企业，科安达伴随着国内高铁和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迅速崛起，成长为
国内轨道交通信号控制和雷电防护领
域的龙头企业，核心产品轨道交通计
轴系统批量进入铁路及城市轨道交
通，占领全球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技术是企业的生命线。掌握了
领先技术，我们才能实现多种激光设
备产销量全球第一。我们公司研发队
伍有 4000 多人，一直保持员工规模
的三分之一。”大族激光财务总监周小

东说。作为世界知名的激光加工设备
生产厂商，大族激光通过自主研发，把

“实验室装置”变成可以连续 24 小时
稳定工作的激光技术装备，是世界上
仅有的几家拥有“紫外激光专利”的公
司之一。

在市场竞争中，优质服务是一块
敲门砖。最初，许多制造业企业均采
用国外先进设备，但当生产设备出现
重大故障时，需要从国外派遣工程师
来中国维修，耗时颇多，这对在市场竞
争中争分夺秒的企业来说是难以忍受
的。“我们的工程师随时待命，随叫随
到，经常主动上门问需求，提供服务，
凭着细致周到的优质服务，打开了市
场的大门，2009年拿到了美国苹果公
司的订单。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设
备得到了更广阔的应用，技术也不断
创新进步，企业迅速壮大。”周小东告
诉记者。

给政策，助融资，减税费。深圳制
造企业的蓬勃发展还离不开政策的大
力扶持。据深圳市税务局统计，今年
1月至5月，深圳今年新出台的减税政
策减免税额 198.39 亿元。深化增值

税改革新增减税 60.67 亿元，制造业
是此次税率下调的主要受益行业，减
税金额占总减税金额的34.79%。

张帆表示，科安达自主研发不断
实现突破，目前拥有发明专利20项、
实用新型专利27项、外观设计专利8
项、软件著作权17项。税收支持增强
了公司研发投入的底气，公司研发投
入占营收比例常年超过5%，帮助公司
在轨道交通信号控制和雷电防护领域
实现深厚的技术积累。

大族激光同样得益税收政策支
持，让企业实现轻装上阵，大力投入技
术研发。周小东表示，当前人才因素
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个税改革相当于
给员工涨了工资，对稳定员工军心起
到重大作用。

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5月，深圳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0%。从主要
行业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增长 11.0%，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增长3.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
长7.3%，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3.8%，
医药制造业增长19.3%。

高新技术作支撑 优质服务拓市场

深圳制造业在竞争中“逆袭”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报北京7月 17日讯 记
者姜天骄报道：据统计，今年上半
年，全国共查办“扫黄打非”案件
1800 多起。7 月 17 日，全国“扫
黄打非”办公室从近期各地查办
的“净网”“护苗”“秋风”等专项行
动案件中，筛选10起典型案件对
外公布简要案情。

自“净网 2019”“护苗 2019”
“秋风2019”等专项行动部署开展
以来，“扫黄打非”部门突出网络环
境净化和重点领域整治，突出维护
出版物市场及新闻传播行业秩序，
以查办重点案件为抓手，严厉打击

“黄”“非”违法行为，大力推动社会
文化环境更加向上向好。

上半年查办“扫黄打非”案1800余起
以身份证为“根”的办证事项将“全国通办”

公安部60项便民措施两年内全部落地

本报北京7月17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
道：近日，财政部办公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办公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办
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
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分类细化
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交纳标准及管理要
求，规范接待单位开具凭证及收取费用管理，
明确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通
知》自8月1日起施行。

记者注意到，《通知》细化了此前有关规
章制度。比如，《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
办法》规定，“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凡由
接待单位统一安排用餐的，应当向接待单位
交纳伙食费”“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
位提供交通工具的，应向接待单位或其他单
位交纳相关费用”。对此，《通知》明确了交纳
标准及管理要求。

《通知》明确，中央单位出差人员（以下称
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
费。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
的一次工作餐外，用餐费用自行解决。出差
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应当提前
告知控制标准，并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有对外收费标准
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没有对外收费标准
的，早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20%交纳，
午餐、晚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40%交
纳。在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单位用餐的，按
照餐饮服务单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费用。

同时，《通知》明确，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
规定领取市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
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
纳，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没有收费
标准的，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
的50%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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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17日讯 记
者吴佳佳报道：国家卫健委食品
司副司长张志强 17 日在国家卫
健委就“健康中国行动”之合理膳
食行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针对目前中国居民盐、油、糖
摄入过高的问题，“健康中国行
动”提出了“合理膳食专项行动”，
将重点指导家庭饮食少盐、少糖、
少油，在家庭推广使用限盐勺、限
油壶等合理膳食健康小工具。

据介绍，2012 年调查显示，
我国居民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为
10.5克，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5克数值。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要低于
总能量的10%，并鼓励控制到5%
以下或者不超过25克，但目前我
国人均每日添加糖的摄入量约为
30 克，儿童、青少年摄入量问题
值得高度关注，由此带来的超重
肥胖问题也日渐突出。

张志强表示，研究表明，不合
理膳食行为，特别是高盐、高油、
高糖摄入是影响人群健康的主要
危险因素，不合理膳食行为会导
致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脑卒中、
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发展。针对
上述这些健康隐患，“健康中国行
动”提出了合理膳食行动。合理
膳食行动提出了“减盐、减油、减
糖”的具体要求。

一是政府要制定并实施相关
标准，充分发挥食品营养标签的
警示标识作用；二是加强对全社
会的科普宣教与指导；三是鼓励
和引导食品产业的营养转型，创
建和评比健康餐厅、健康食堂、营
养学校，制定和实施集体供餐营
养操作规范；四是重点指导家庭
少盐、少糖、少油的消费行为和家
庭饮食制作，在家庭推广使用限
盐勺、限油壶等合理膳食健康小
工具。

“健康中国行动”倡导合理膳食——

重点指导饮食“减盐、减油、减糖”

本报广州7月17日电 记者
庞彩霞、通讯员彭文蕊 龙云报
道：7月17日11时17分，南方电网
统调负荷今年第七次创新高，达到
1.81798亿千瓦，较去年最高负荷
增长7.87%。同日，广东统调负荷
今年第六次创新高，达到1.18188
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8.47%。据悉，除了空调用电等降
温负荷迅速攀升外，高端制造业
成为拉动用电增长的重要力量。

据悉，5月17日，南方电网统

调负荷今年首次创新高，达 1.71
亿千瓦，较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1.6%。这是 2013 年以来南方电
网统调负荷首次在5月中旬创新
高。1月至6月，南方五省区全社
会用电量570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5.7%。“今年以来南方五省区负
荷需求保持了平稳增长的势头，
屡创新高。”南方电网公司系统运
行部副主任唐卓尧告诉记者，预
计今年夏天南方五省区负荷需求
还将进一步增长。

南方电网统调负荷再创新高
高端制造业拉动明显

本报北京7月17日讯 记者姜天
骄报道：凡是具备联网核查条件的或
者以身份证、中国公民护照等身份证
件为基础的办证事项，将逐步实现“全
国通办”。这是17日公安部在京举行
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发布的 60 项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便利措施之一。60项
措施将在两年内分批推出、全面落实。

据了解，60项措施共包括深入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力支持国家
重点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公安政务服
务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部门间数据
共享、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依法
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加快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等 7 个方面内容，涵
盖公安机关面向社会、面向企业、面向

群众的大多数服务管理事项。
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

包括全面缩短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审批
时限，简化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
审批，推进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取
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
许可首次检测费用等。

在全面提升公安政务服务质量和

效率方面，将逐步实现公安政务服务事
项“全国通办”“一门通办”“一网通办”

“一次性办”，推行户口迁移“一站式”办
理，推进交通违法异地处理，试点接受
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奖励等。

在加快推进部门间数据共享方
面，建设户籍电子证照、电子档案数据
库提供公共服务，推行失效居民身份
证信息联网核查提供部门间共享。

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包
括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
对重要领域、重要事项的全程监管，推动
公安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公安
部“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等措施。

近段时间，江西早稻大面积开镰。今年，江西
省早稻栽插面积1751.4万亩，种植结构持续优化，
其中适合加工和食用早稻常规品种种植比重比上
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

江西早稻大面积开镰

下图 7月17日，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江西
省新余市渝水区南安乡东洛村抢收早稻。

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右图 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毛家村农民收割
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周 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