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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恰逢大暑，当记者从酷
热的金沙江边一路上山，来到海拔
3200 米的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的月
亮湖时，气温骤降至10摄氏度左右，
一阵过路雨飘过，冻得人直打颤。

月亮湖旁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
二、六军团长征入藏第一站”。1936
年 4 月底，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
后，这些大多来自江南的红军指战员
们穿着草鞋和薄衣裤开始翻越雅哈雪
山。急行在海拔4300米的雪山上，深
深的积雪、夹着冰雹的大雨、稀薄的空
气、粮食的匮乏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艰难跋涉过后，一片圆圆的湖面
突然出现在红军面前，这就是响卡村
附近的月亮湖。那个时候的月亮湖周
边依然是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10摄
氏度左右。然而，遥望着 1 公里外的
袅袅炊烟，寒冷饥饿的红军却就地扎
寨休整，没有踏入响卡村半步。

“红军来之前，国民党欺骗老百姓，
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灭教。附近
村子里的人大多逃到了山里，剩下的只
有跑不动的老人家。”迪庆州委党史研
究室主任孙彬涛告诉记者，当时，红军
的到来让藏民非常害怕。正是考虑到
这一点，红军宁肯忍着饥饿宿营于寒冷

的野外，也绝不打扰藏民的生活。
“藏民是很淳朴的。当他们看到

红军都住在野外，一些战士饿坏了甚
至冻死也不进村时，便一点点走近了
去观察这支军队。热情的红军战士把
老人们请进营地，让通司（翻译）给他
们解释红军的政策。”孙彬涛说。

一来二去，藏民们感受到“红军是
好人，是我们的朋友”。于是老人们把
村民们都叫了回来，善良的藏民纷纷
拿出家里的青稞、酥油、牛肉干来到红
军的营地。红军也按照纪律付给了藏
民们许多大洋。

但是，响卡村有一位藏民迟迟不敢
回家，他就是当地的民团首领汪学鼎。
在红军翻越雅哈雪山前，他曾带领民团
在一个名叫干岩房的地方袭击了红二
军团四师的前卫部队，红四师参谋长
高利国和10多名红军战士不幸牺牲。

当时的中甸县（今迪庆藏族自治
州，香格里拉市是其首府所在地）实行
的是农奴制，普通藏民没有人身自由，
他们都是属于土司或寺庙的私有财
产。需要打仗时，统治者会要求藏民
每家都派出年轻人，自带刀枪、马匹和
干粮奔赴战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红军认为这些民兵都是贫苦的穷人，

因此，双方交火时，红二军团四师并没
有还击，而是朝着民兵头顶上方密集
开枪，用猛烈的火力吓退了这支武装
力量。对于汪学鼎，红军也没有实施
任何报复行为。

红军的一言一行很快就在中甸县
传开了。因此，当红军来到中甸县城
时，当地百姓纷纷举着香案和哈达在
城门口热情迎接。5月3日，在贺龙、任
弼时的主持下，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
中心镇公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中甸会议），确立了7项政治纪律，包
括严禁进驻喇嘛寺、藏民不在家不准
进屋、藏民地区不打土豪等。贺龙还派
出部队到喇嘛寺门口站岗，张贴出“未
经双方许可，严禁部队进入寺内”的
告示。

“当时我家住了一个排的红军，几
位检查纪律的红军每隔一两个小时就
来转一转，和和气气地问：‘老板，有没
有买东西不付钱的？有没有借东西不
还的？有没有损坏东西不赔的？’真是
秋毫无犯。”据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
人陶子胜当年回忆，“贺老总还请我去
看红军演出，他对我说，‘我们各族人民
都是同一个祖宗的亲人’，我很感动。”

那时的中甸县全民信教，被誉为

“小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拥有很高的
地位，是中甸县真正的统治者。红军
制定和执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藏
族同胞的支持，也消除了寺里喇嘛的
疑惧，松赞林寺派出了代表夏那古瓦
与红军谈判。“我爷爷代表松赞林寺3
次去见贺龙，他对我爷爷很热情。红
军走后，贺龙还给我爷爷寄过一张照
片，是他们俩的合影。”夏那古瓦的孙
女、72岁的青玛奶奶不停地竖起大拇
指对记者说：“红军是好人。”

当时，贺龙给松赞林寺的掌教八大
老僧写了一封亲笔信，解释了红军的民
族和宗教政策，并恳请松赞林寺协助红
军购买粮食。八大老僧阅信后十分高
兴，很快筹集到了6万斤青稞，还拿出
了康藏高原珍贵的红糖来支援红军。

红军经过云南中甸藏区的短短十
几日，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了民族平
等的温暖，让藏区人民充分了解了共产
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1950年，云南
和平解放，解放军师长廖运周带兵进
入中甸时，为了安抚当地群众，他说：

‘大家不要怕，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
这一句话，就赢得了藏民的信任。”孙
彬涛说，至今，迪庆藏族自治州都是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示范区。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 红 军 是 我 们 的 朋 友 ”
——来自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报道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吴
佳佳报道：23 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健康中国行动之“心理健康促进行
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雷正龙介绍，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提升到 20%和 30%；焦虑障

碍、抑郁症、失眠障碍患病率上升趋势
减缓。

雷正龙表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提出了个人和家庭9项行动措施，社
会和政府9项行动措施。前者主要包
括：提高心理健康意识、使用科学的
方法缓解压力、重视睡眠健康、培养
科学的运动习惯、关注家庭成员心理

状况等。在社会和政府促进心理健康
的9项行动措施中，雷正龙提到，各
行各业要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企事业
单位要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
组建心理健康服务团队，或通过购买
服务形式，为员工和学生提供心理健
康服务。开展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

务。鼓励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和志愿者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
疾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心理健康服
务。”雷正龙说。

此次行动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强化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合管理服务。雷
正龙表示，借鉴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
点工作经验，要求相关部门建立完善
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联合开展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报告、救治救助、
康复服务等工作。精神疾病治疗要遵
医嘱，针对目前部分患者治疗过程中
容易出现的减药、停药等问题，要求精
神疾病患者按照医嘱规律治疗，提高
治疗依从性。

太阳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志良见证了湖南浏阳的崛起。

陈志良1994年创业时，三面环山
的浏阳通往长沙的浏永公路还没打
通，他的公司也只能生产简单的输液
类设备。1996 年蕉溪岭隧道打通、浏
永公路通车，山里的小企业开始接触
到医疗行业的高科技。陈志良带领团
队钻研技术，开启了专注于服务医用
临床设备的发展历程，企业拥有了“自
主专利群”。近年来，国家减税降费系
列政策出台，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
成本，让企业有了加大研发投入的
动力。

“太阳龙”只是革命老区“红色浏
阳”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一个缩
影。2018年，浏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342.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9608元。浏阳，从全国贫困县
走向全国百强县。

浏阳是湖南县域经济中的一个发

展典型，而“卫星上天”则是民营企业
创新的“湖南经验”。日前，国家首批
海上发射的 7 颗卫星顺利升空，湖南
造“娄星号”卫星成功开启太空之旅。

“卫星升空，减税降费是特别的‘火箭
推进剂’。”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是国家首批民营商业航天公
司之一，也是“娄星号”卫星的制造商，
公司财务负责人李辉如是说。

目前，湖南航空航天产业规模处
于中部地区第二的位置，全省100余
家航天企业有了减税降费的“火箭推
进剂”，正在努力向主营收入千亿元的
大关迈进。

在今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

投资贸易博览会上，湖南吸引投资逾
1200亿元，展会上“铁建重工”凭着自
主研发的土压平衡盾构机成为签约

“赢家”。“铁建重工”总会计师李健说：
“今年，国家的减税降费政策将为全集
团减负约2亿元。这笔宝贵资金我们
将全部用于科技研发。”

湖南省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算了一笔减税实账：5月和6月
征期分别缴纳增值税336.5万元、337
万元，每月新增减税稳定在80万元，
预测全年减免税费1415万元。

推进减税降费是湖南在推进中部
崛起中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措

施。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以精
准宣传、精准施策、精准统计、精准
考核为工作方法，切实打造减税降费

“铁账本”“硬账本”，努力提升企业
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税
费的“减法”换来了各类市场主体效
益的“加法”和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乘法”。

株洲新能源锂电池结构件产业园
的阿提斯公司，是一家年产值达 6 亿
元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预计可享受
超过 2000 万元的减税红利，为企业

“走出去”提供了更强的资金后盾。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湖南经济增

长稳中有进，稳中向好。1月至5月，
全省新增减税188.8亿元。湖南省省
长许达哲表示，全省要稳定发展预期，
增强发展动能，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深化市场化改革，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改
革，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前5月，全省新增减税188.8亿元——

减税降费助力湖南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肖江浩

健康中国行动之“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出

企事业单位要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本报北京7月 23日讯 记
者常理报道：23日，财政部、应急
管理部向四川省下拨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 3.5 亿元，主要用于
支持和帮助地方做好四川长宁
6.0级地震灾区受灾群众过渡期
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
建等工作。

据了解，6 月 17 日四川长宁
6.0 级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
紧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派出

工作组赶赴灾区，部主要负责
人 多 次 调 度 指 挥 救 援 救 灾 工
作。6 月 19 日，应急管理部已
会同财政部向四川省拨付 1 亿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
于紧急救灾和受灾群众临时安
置；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调拨 7000 顶帐篷、1.4 万张折
叠床、2.5 万床棉被等中央救灾
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本报北京7月 23日讯 记
者韩秉志报道：人社部近日发出
通知，决定以“打造守法诚信服务
品牌 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为主题，深入推进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诚信服务主题创建活动，持
续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力资源诚信
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通知强调，各地要鼓励支持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完善信用
管理和教育制度。要围绕活动主
题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服务机构
遵章守约、诚信经营，引导从业人
员诚信服务，树立良好职业道
德。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面向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提供

有针对性的服务，进一步发挥作
用助力脱贫攻坚。

通知指出，要集中整治诚信
缺失突出问题，建立有效的监督
查处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人力
资源服务领域违规失信问题。要
选树诚信服务示范机构、示范窗
口、服务标兵等先进典型，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3年，人社部启动开展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主题创建活
动。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诚信主题服务活动，有力
促进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向四川下拨3.5亿元中央救灾资金

人社部：

推进诚信服务主题创建活动

7 月 23 日，“科学”号远洋综合
科考船从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薛
家岛母港出发，赴大连进行为期近
2 个 月 的 坞 修 工 程 及 坞 内 法 定
检验。

“科学”号自2012年交付运行，
目前已在航1400多天，航行近20万
海里，先后开展了马里亚纳海沟、西
太主流系、南海与西菲律宾海地球
物理大断面等一系列调查研究，有
力支撑了我国深远海科技创新与重
大原创性科学发现。

张进刚摄（中经视觉）

“科学”号科考船体检

（上接第一版）
站上智能制造的“风口”，工

业机器人企业广东拓斯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发展势头强
劲，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将实
现两位数增长。

为使更多中小企业得到智能
科技的赋能，拓斯达依靠创新，大
幅降低了工业机器人的生产成
本。公司副总裁左运光指着一个
应用于注塑加工的HQ五轴机器
人说，“每台裸机价为 2.8 万元，
可以至少代替流水线上一名工
人，回本周期大大缩短，一推出就
受到小微企业广泛欢迎，预计全
年销售量可以达到2万台”。

从“硬核科技”到
“炫酷应用”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就是
企业要具有长久的发展活力，产
品要具有高附加值。”广东海纳农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钟振
芳介绍，海纳农业通过技术研发，
突破了稻田产值和稻谷价值的

“天花板”，实现了每亩收入1.5万
元以上，亩净收益达到5000元。

在云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展厅里，记者体验了从刷脸安检、
刷脸购物到刷脸试衣一系列人脸
识别的“玩法”。云从科技总经理
林明说，支撑这些“炫酷”应用的，
是他们自主研发的3D结构光人
脸 识 别 、人 体 3D 重 建 等 核 心
技术。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广
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
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他
们制定出台了“科技创新十二
条”、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等
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组织实
施九大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决心
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恒心和韧
劲，着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
子”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现
年主营业务收入5亿元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深圳市清研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高端环保装备研发推广
与服务平台。公司采用实验室与
企业深度融合、同步发展的创新模
式，将实验室研发成果进行产品
化、商品化，又将部分收益反哺实
验室；实验室则对所形成的成果不
断优化，同时开发出更具市场价值
的成果，支撑企业不断推出有市场
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保
证了企业在技术上始终有‘源头
活水’，始终保持‘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人优我转，无中生有’的创
新活力。”公司总经理刘淑杰说。

2018年，广东全省研发经费
支出超过2500亿元，占生产总值
比重达 2.65%；PCT 国际专利申
请量约占全国一半，有效发明专
利量稳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区域
创新能力评价中，连续两年蝉联
全国第一，其中企业创新能力、创
新环境、创新绩效均排名首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明显，技
术合同成交金额突破 1000 亿
元。新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

重达25.5%。

从“制造大省”到
“产业强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广东
要走在全国前列。这是党中央赋
予广东的使命担当，也是广东自
身发展的现实需求。

经过多年发展，广东已经成
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全省拥有
超过 5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居全国第一；拥有电子信息和绿
色石化2个产值超万亿元的产业
集群，还形成了广州、深圳、惠州
3 个产值超千亿元规模的 4K 产
业集群。

“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广东来
说，最重要的是抓好以制造业为
主体的实体经济。”广东省省长马
兴瑞说。

马兴瑞坦承，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广东还存在许多矛盾和
问题，广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任务相当艰巨。产业结构调整仍
未到位，产业整体水平仍然不够
高，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不
足并存，新旧动能转换有待加快，
等等。

广东始终坚持制造业立省不
动摇，为鼓励发展实体经济，广东
大刀阔斧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眼解决制约各类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突出问题，广东出台了“实体
经济十条”“民营经济十条”，建立
与企业家面对面沟通协商、企业
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等机制；

为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广东省支持中小企业融
资的若干政策措施》日前印发，送
上了包含 22 条富有“含金量”政
策措施的“大礼包”；

通过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政策，今年1至5月，广东全
省新增减税降费1327亿元，预计
全年减税降费将达2674亿元；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汽
车、智能家电、机器人等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抢占产业发展制
高点。

营商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社会
信用体系的建设。作为国内首家
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
有限公司主业务系统可以支持每
秒1.5万笔的征信信息查询，系统
一期设计数据存储容量超过千亿
条。”公司董事长朱焕启介绍，公司
个人征信生产系统采集超过6300
万借款人数、上亿个信贷账户数。

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
级：今年上半年，广东三次产业结
构为3.4∶40.6∶56.0，服务业增加
值增速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
率达到 65.2%，“稳定器”作用更
加凸显。广东先进制造业和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 重 分 别 提 升 至 56.4% 和
31.5%；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
务业比重提升至68.5%。

不懈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在高质量发展上聚
焦用力，广东正在划出一条高质
量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