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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金属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发展重工业和国
防工业不可缺少的金属材料。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
临缺镍少钴的困境，当时从国外进口1吨镍，要用15吨上
好的对虾或73吨优质小麦才能换得。

1958年，地质工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中，
发现了金川硫化铜镍矿——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座镍
矿。60年来，金川人秉承资源报国、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
谱写了我国镍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华
彩乐章，挺起了中国镍钴工业的脊梁。

创业记——
去戈壁上建“镍都”，走出戈壁再创业

在金川集团档案馆，编号“001”的档案，竟是一张小小
的纸片，上面标记着两组化学符号和数字：“民乐 C1：
Cu%：0.06；Ni%：0.11；永昌C2：Cu%：16.05；Ni%：0.90”。
这张泛黄的小纸片，记录了金川镍矿的发现史。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为共和国寻找矿产资源的队伍
匆匆走过，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凉戈壁开始苏醒。1958 年
10月，祁连山地质队在化验比较两份矿石标本时，发现采
自永昌的矿石中镍含量0.90%、铜含量16.05%。

“若是搞上三五万吨铜，那不算啥；若能搞上三五吨
镍，那可不一样了，在北京、在地质部都要挂上号。”看到化
验结果后，时任祁连山地质队工程师的陈鑫兴奋不已。这
张不起眼的小纸片，陈鑫珍藏了40年，1999年捐献给金川
集团，并亲笔写了化验单的来历。

1959 年，国家决定成立永昌镍矿，开启了我国镍钴
工业发展史。大学生、技术员、工人……来自五湖四海
的建设者们，云集到茫茫戈壁上，成为金川最早的创业
者。他们文化程度不一，个人专长不同，操着天南海北的
口音，但都有一个共同信念：为共和国早日甩掉“贫镍”的
帽子。

何焕华，广东人，1960年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就成
为金川冶炼厂筹备处的技术员。“虽然是技术员，但那时干
得最多的是体力活。”80多岁的何焕华回忆说，那时候无论
什么岗位，平时吃粮、吃水，都得自己搬运，虽然住着地窝
子，吃着填不饱肚子的粗粮，但大家干劲十足。

建厂初期，为了早出矿、早产镍，在设备不能及时到位
的情况下，一线的开拓掘进就采用手工作业，用钢钎、铁锤
打眼，耙子、簸箕手工选矿，抬筐、架子车运输。自行实验、
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金川一期工程，在短期内
打通了生产流程，奠定了中国镍钴生产工艺技术体系的
基础。

1964 年 9 月，设计年产 1200 吨高冰镍和设计年产
300吨电解镍的第一条冶炼生产流程在金川建成投产，当

年生产出高冰镍2041吨，生产出第一批电解镍22.43吨。随后几年，铂、钯、金、银、锇、
钌、铑、铱8种贵金属从金川镍矿中被提取，为金川成为中国镍钴生产基地和铂族金属
提炼中心奠定了基础。1966年，邓小平同志到金川视察工作时，称赞金川矿产资源是
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国家的“聚宝盆”。

“金川矿产中含有21种有价金属，目前我们已经能提炼16种。”金川集团董事长王
永前介绍说，经过近60年的建设与发展，金川集团公司已具备镍20万吨、铜100万吨、
钴1万吨、铂族金属3500公斤、金30吨、银600吨、硒200吨和化工产品560万吨的生
产能力。

从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到因企设市的年轻城市金昌，金川的第一代创业者们见证了
“镍都”诞生，也亲历了我国镍钴工业从小到大的历程。但是，金川人深知，即便拥有亚
洲最大的硫化铜镍矿，企业也还要走出去延续资源基业。从1990年，通过投标承担巴
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工程的部分施工任务，到如今走出国门寻找资源，金川人又开启了
新一轮的创业。

“截至2018年，我们在国内外直接股权投资68项，其中境外直接股权投资11项，占
股权投资总额的47%。”金川集团资源资本国际部总经理王宏林告诉记者，通过收购境内
外矿业公司，金川目前共拥有本部外矿山10座。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曾经偏居
祖国西北一隅的金川人，走出了跨国经营的海外创业路。 （下转第四版）

【引 言】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的环境，安详的生活，需要养老服务

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千千万万老年人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养老保
障和为老服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
一系列明确要求。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过的部分养老服务场所，了解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重要指示的落实及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开
展情况。

【故事一】虽风霜满面，日子
却七彩斑斓

“一股春风吹进了四季青敬老院，那就是
2013年12月28日习主席来到我们敬老院，看
望老人们来了……”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老年模特队
的老人们在院刊《夕阳红》里，登载文章回忆当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情景。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人们身边，
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
况、家庭情况和在敬老院的生活情况。他要求
养老服务机构加强管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
服务质量，让每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
心、舒心，都能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敬老院老年模特队的刘进文清晰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大家心情欢畅、欢度晚年，
“大家觉得总书记的话特别温暖，老年人就是
要用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对生活，优雅地度过晚
年。于是，我们在 2015 年 8 月成立了老年模
特队，让老人们都‘美’起来！”

模特队成员张锦一度沮丧地觉得，进了敬
老院就变成了“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老
人，但这里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她绽开了笑颜。

“正像一句歌词唱的，‘如今我们虽然已是风霜
满面，而岁月留下的却是七彩斑斓’。”张锦说。

如今，老人们在这里心情舒畅、生活无
忧。在原有医务室基础上，敬老院近年来还与
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医养结
合示范养老院，开通了急诊绿色通道，建立专
家定期义诊、巡诊、坐诊服务机制，并逐步同医
院信息系统实现终端对接。

“头疼脑热医务室就看了，去医院还可以走
绿色通道，真是方便多了。”张锦乐呵呵地说。

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敬老院
还建立了银龄书院，为千岁合唱团、舞蹈队聘
请了专业教师，《夕阳红》月刊也进行了改版，
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展示才艺、学习交流平台。

【记者手记】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
小事。

“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关系2亿多老年
人口特别是40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晚
年幸福，也关系他们子女工作生活，是涉及人
民生活质量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尽快在养

老院服务质量上有明显改善，从2017年初开
始，民政部等 6 部门在全国开展养老院服务
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拟通过4年时间，实现养
老院服务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两年多
来，专项行动已在全国各地支持和督促养老
机构持续整治了36万处服务隐患，全国养老
院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和集中
处置。

既要破解当下难题，更要形成长久机制。
近年来，《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规章先后出
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国家标准
也陆续公布，老年人在机构养老享受到的服
务，正朝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故事二】服务居家老人，社
区大有可为

炎炎盛夏，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内凉爽宜人。86岁高龄的社区居
民刘建国和84岁的老伴，几乎每天一早就会
来这里“报到”。

“孩子在国外忙工作，一年才回来几次。
这里干净舒适，有丰富的午餐和专业的护理人
员，每月伙食费700元，午休都有床铺，真是太
贴心了。我们老两口现在一待就是一天。”刘
建国说。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调
研。他说，现在是老年社会，养老服务工作越
来越重要。并叮嘱工作人员“好好干”。

（下转第二版）

为 了 最 美 夕 阳 红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老有所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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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一系列深化改革、激发市场
活力的举措陆续出台，为宏观经济持续平稳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4月1日实施增值税改
革，5月1日起社保缴费比例降低，再加上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的减免——仅上半年，全
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达1.17万亿元。

不仅如此，更多省时省力省心的改革举
措，让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一般工
商业电价再降低10%，工程建设审批、专利
审查、商标注册再提速，“两步申报”通关模
式改革试点启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出台……

实践证明，在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面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继续保持在合理区
间且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关键还是靠改革
开放，而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
境正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成绩来之不易，但也必须看到，我们与
国际顶尖营商环境仍存在一定距离。”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在
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在“放管
服”改革上有更大突破、在营商环境改善上
有更大作为。

这样的判断是有依据的。目前，我国市
场主体规模已超 1 亿户，而且还在以日均新

设企业1.94万户的速度不断增加。如何把如
此庞大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上去，
根本还在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
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硬功夫把营商环
境打造好。

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
找准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的方向。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立峰表示，所谓市场化就
是要破除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法治化就是要
营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给市
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国际化就是要持续扩
大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强
化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这既是改善营商环
境要坚持的原则，也是各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要加快政府职能改变，优化政府服务，
推动简政放权走向纵深。刘立峰表示，政府
管理和服务要行“简约”之道，要化繁为
简、无事不扰，真正把该放的权彻底放出
去、该减的事项坚决减下来、该清的障碍加
快清除掉，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把更多的

时间精力投入到市场开拓和技术创新上来。
要聚焦问题真抓实干，积极调动各方主

动性和创造力，释放营商环境带来的发展红
利。刘立峰说，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吸引
力、竞争力，更是创造力、驱动力，要鼓励
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开展差异化探索，推
出更多各具特色的创新举措，同时要强化责
任担当，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努力实现“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各方努力，有望于9
月底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进入最
后征求意见阶段。该条例聚焦市场主体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制度性解决方案，
同时确立了各领域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目
标，明确了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实施路径。

营商环境作为一个地区运行效率的综合
体现，非一日之效，也非一时之功。正如专
家所言，要持之以恒地推动改善营商环境，
着力补齐制度短板，用法治化办法把改革成
果固定下来，不断释放营商环境的制度生
产力。

增强活力：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系列述评③ □ 本报记者 顾 阳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9日电 （记者
高攀 熊茂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9 日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
报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
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
相符。多位美国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这份报告证实中国并未“操纵
汇率”，美方相关指责毫无根据、站不
住脚。

IMF 在报告中指出，2018 年中国经
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
例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0.4％，预计2019
年该比例将保持在 0.5％。根据评估，
2018年中国外部头寸与中期基本面和可
取政策对应的水平基本相符。

IMF亚太部助理主任、中国事务主管
詹姆斯·丹尼尔当天在面向媒体的电话会
议上表示，2018 年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
济基本面基本相符，并不存在明显高估或
低估。他指出，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
持续下降，IMF支持中国增强人民币汇率

灵活性，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开
放和推动结构性改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
斯告诉记者，IMF报告清楚显示中国“不
存在任何操纵汇率”的行为，美国财政部
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基于特朗普
总统的推文内容而非客观分析，是“武断、
任性和政治化”的决定。他批评美方滥用
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对中方
采取的相关贸易和金融举措完全是“不负
责任”的。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高级顾问马克·索贝尔告诉记者，
IMF的上述报告驳斥了美国财政部近期
对中国“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竞
争优势的指控，IMF对2019年中国经常
账户顺差的预估显示中国并未干预外汇
市场。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也表示，按照
IMF目前评估汇率的标准，中国并未“操
纵汇率”。

辽宁：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升级版” 3版

8 月 10 日，救援
人员在浙江省永嘉县
岩坦镇山早村开展救
援工作。

8 月 10 日凌晨，
台风“利奇马”登陆浙
江温岭，山早村一山
体因特大暴雨，发生
山体滑坡，滑坡后堵
塞了河流，在10分钟
内，山洪最高水位涨
到 10 米，该村约 120
人被洪水围困。因溪
水上涨太快，部分村
民来不及撤离到安全
位置，堰塞湖突发决
堤。 （新华社发）IMF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并未“操纵汇率”

人民币汇率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各方齐出动

迎战“利奇马”
（相关报道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