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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英雄下夕烟

江竹筠：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竹筠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六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吴晶
“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
打。”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推行霸凌主
义，导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面对
风险挑战，近 14 亿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砥砺奋进，迸发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
量。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今日之中国，
亿万人民激扬家国情怀、凝聚奋斗力
量，为实现中国梦奋力拼搏。放眼神州
大地，一派
“遍地英雄下夕烟”
的壮阔景
象。

中国人民根植于心的爱
国热情，是我们跨越艰难险
阻的力量源泉
几天前，
老英雄张富清的先进事迹
刷屏。新中国走过 70 年风风雨雨，从
九死一生的突击队员到边陲山城的普
通干部，张富清的岗位、身份一再改变，
始终不变的，
是他对祖国捧出的赤子之
心。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新时代的神
州大地英雄辈出。
黄大年，
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
国，为填补国内尖端技术空白燃尽生
命。
钟扬，用生命最后 16 年的高原跋
涉，换来 4000 万颗种子的
“宝藏”
，让中
国在进化生物学领域能够与日本、欧美
三足鼎立。
王继才，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
存活的孤岛上坚守 32 年，把最美好的
年华全部献给祖国的海防事业……
每当国家召唤，热血总会沸腾。
38 年前，当中国男排首次冲出亚
洲，中国女排首次站上世界冠军领奖
台，
“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从青
青校园传遍大江南北。
爱国，如熊熊燃烧的火炬，激励我
们在山河破碎时奋起抵御外辱，
在战火
硝烟中实现民族独立。
报国，似始终高擎的旗帜，指引我

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
创造了改天换地
的人间奇迹，
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
强国，是生生不息的梦想，感召我
们在原则和底线面前不容有失，
在压力
和阻力面前绝不退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人
民是奇迹的缔造者，是历史的书写者，
是挺立起这个伟大国家的真英雄！
弘扬报国之志，投身强国之行，每
一个人都是无愧于祖国的
“真心英雄”
，
都是建功新时代的主角。

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团
结力量，是我们抵御风险挑
战的铜墙铁壁
初夏时节，汶川县绵虒镇新睿大樱
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果园内，采摘
正忙。借助电商平台和现代物流，全县
2.7 万亩甜樱桃结出的果实，可以在 24
小时内销往全国一线城市。
时光倒流，2008 年 5 月，这里曾经
遭受特大地震，满目疮痍。
部队官兵星夜驰援、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资金项目政策特殊支持、全社会
爱心捐助源源不断……这里见证了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场景，铭记下
中华民族感天动地的团结力量。
没有谁比中国人民更懂，
什么是众
志成城。
列强入侵，哀鸿遍野……我们曾不
屈唱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洪水肆虐、非典袭来……我们曾含
泪带笑，一路走过风风雨雨，跨过沟沟
坎坎。
今日之中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靠的是党和
人民始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靠的是

施雨岑 李代祥

全国各族人民同气连枝、守望相助。
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实
现梦想的脚步。中国梦，
就蕴藏在工厂
企业的车间内，
在科技工作者的实验室
中，在“大国工匠”挥洒的汗水中，在莘
莘学子朗朗的读书声中……
今日之中国，有近 9 亿劳动力、1.7
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1 亿多户市场主体、全球最大规模的中
产阶级人群，既是基础雄厚的“世界工
厂”
，
也是商机无限的
“世界市场”
。
美中贸委会调查显示，90%的美资
企业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95%的美资企业表示将保持或增加对
华投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报告显示，
在日企对外出口、投资、跨境电商战略
中，
中国市场均排名第一……

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奋
斗姿态，是我们成就宏图大
业的信心底气
2019 年 5 月 7 日，随着最后两个贫
困县延川、宜川脱贫摘帽，延安告别绝
对贫困。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
记》中，
曾将这里描述为
“我在中国见到
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延安大
生产运动纪念碑上的八个大字，
诠释着
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85 年前，中
央红军在这里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
如
今，
这片蕴藏着丰富稀土资源的红色大
地，
备受瞩目。
“通过十余年的探索创新，我们运
用新一代生态环保型工艺，
可实现稀土
永磁材料年产能逾七千吨，
已成为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领域核心应用材料的领
先供应商。”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中国的创新成就一不靠偷，二不
靠抢，
是中国人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
国

中国将建立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 31 日就中国将建立“不可
靠实体清单”
制度答记者问。
问：中国政府出台“不可靠实体清
单”
制度，
出于什么考虑？
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多，单边主义、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

战，正常的国际经贸活动受到负面干
扰。一些外国实体出于非商业目的，
违背正常的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对
中国企业采取封锁、断供和其他歧视
性措施，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危
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也给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带来威胁，对全球经济
造成负面冲击，对相关企业和消费者

的利益造成损害。
为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
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
业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不可
靠实体清单”
制度。
问：
中国建立
“不可靠实体清单”
制
度依据是什么？

6

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司长张志成
说。
从“东方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
飞 向 太 空 ，从“ 复 兴 号 ”风 驰 电 掣 到
C919 大飞机划过长空，从北斗系统服
务全球，从“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到“嫦
娥四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月背影像
图……一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就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强不息的奋斗
史。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在改革开放
40 年间磨砺蜕变的中国，不断划出逆
势上扬的高质量发展曲线。
走进大型钢铁企业敬业集团旗下
的增材制造科技公司，
看不到传统钢厂
里常见的生产场面，偌大车间里，仅有
几名员工操控着智能化设备，
生产微细
金属粉末。
“两公斤粉末的价值抵得上一吨
钢。
”
敬业集团负责人介绍，
公司已掌握
国际先进的微细金属粉末成套制备技
术，建立了激光再制造、3D 打印产品等
多条智能制造生产线。
在中美经贸摩擦形成的“倒逼”压
力下，
中国企业直面挑战、苦练内功，
以
提高核心技术能力为经济转型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增益助力。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期间，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 640 多
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世界工厂”
抢
抓机遇，
“中国智造”
迈向世界。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
安娜斯塔西亚认为，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获得了相关国家的欢迎，
中国产品
逐渐打开了当地市场。
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人民
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信念高度
一致、决心坚如磐石。只要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
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
大业。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
易法》
《反垄断法》
《国家安全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不可靠
实体清单”制度，将那些基于非商业目
的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
视性措施，
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
实质损害，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
潜在威胁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列入其中。
问：
中国会对列入该清单的组织或
个人采取什么措施？
答：
对于列入
“不可靠实体清单”
的
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将采取必
要的措施。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公布。

新华社成都 5 月 29 日电 （记者
吴晓颖）她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人物
原型，
她是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
不屈的巾帼英雄，她的事迹被广为传
颂，
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她就是江竹
筠，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
烈士。
江竹筠，四川省自贡市人，1920 年
8 月 20 日出生在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
农民家庭。她 8 岁随母亲逃荒到重庆，
10 岁进袜厂当童工，后考入重庆南岸
中学和中国公学附中。
1939 年 ，江 竹 筠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940 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
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从事青年学生的工作。
1943 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
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当助
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俩扮作
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
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
指导中心。
根据党的指示，1944 年，江竹筠考
入四川大学，
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
工作。1945 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
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
负责处理
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
同志们都亲
切地称她江姐。
1947 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
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
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竹筠还担任
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
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这年春夏，川
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
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
导武装斗争，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
委员兼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

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
争最前线。
1948 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
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
毅然接
替丈夫的工作。她说：
“ 这条线的关系
只有我熟悉，
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
继续战斗。
”
6 月 14 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
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
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
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
妄想
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
口，
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
拷打，
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
“你们可以
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
的。”
“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
签子是竹子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
1949 年 11 月 14 日，重庆解放前
夕，
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
滓洞监狱，
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
29 岁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
江竹筠的事迹被脱
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
又被陆续搬上舞
台、银幕和荧屏。2007 年，位于自贡大
山铺镇江家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
放。如今，
这里已是四川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部、群
众来此追思缅怀。

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 施压非法移民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30 日电 （记
者 孙丁 刘阳）美国总统特朗普 30
日宣布，美国将于今年 6 月 10 日起对
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 5%关税，以
迫使墨西哥应对经美墨边境入境美国
的非法移民问题。墨西哥政府当天回
应说，若美方加征关税措施生效，墨方
将以
“强硬方式”
回击。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称，
墨西哥在同
美国合作遏止非法入境活动上表现
“消
极”
，
导致非法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
这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威胁。
声明说，
如果墨西哥通过有效措施
缓解
“非法移民危机”
，
美国将考虑取消
加征的关税。但如果
“危机”
持续，
加征
的关税将从 7 月 1 日起提高至 10%，并
在之后数月内逐步提升至 25%。如果
墨西哥不能大规模阻止经过该国进入

美国的非法入境者，25%的关税将永久
有效。
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塞亚德当天
表示，
美国威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行
为“非常极端”，若关税措施生效，墨西
哥将采取反制措施，
这将可能导致两国
间爆发贸易战。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
2018 年，美国同墨西哥商品贸易总额
达 6115 亿美元，其中美国从墨西哥进
口商品额为 3465 亿美元。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目前正在推
进旨在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
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全面生效。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此次用加征关税向
墨西哥施压或将令这一过程的不确定
性增大。
（参与记者：
吴昊）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9-31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 40 年、办公 40 年、住宅 50 年、工业 50 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 日 12：
00－2019 年 6 月 21 日 12：
00。公告时间内有 2 家以上（含 2 家）申报的，将择日
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 1 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
行报名，联系电话：
023-63628117，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 6 号渝兴广场 B9、B10 栋，
联系人：
王先生。出让人：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 339 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qggzy.com。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19096

南岸区弹子石组团 E 分区 E4-1/05 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11477

≤17215.5

≤30%

≥30%

14634

19097

北碚区运河片区（温泉城二期）组团 I 分区 I4-1-1/03、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
I5-2-1/03、I5-3/03、I6-3-1/03、I7-1/03、I7-3/03、
地、商务用地
I10-1/03、I9-2/03 号宗地

249033

≤185740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44149

19098

北碚区运河片区（温泉城二期）组团 I 分区 I4-2-2/03、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
I5-1-1/03、I8-1-1/03、I8-1-2/03、I9-1/04 号宗地
地、商务用地

153123

≤133352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31415

备注

备注：
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协同办公平台招标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6 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开出让年限商业 40 年、居住 70 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 9:00 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 17:00。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0 日 15:30（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
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
（023）71413398
联系人：
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编号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
面积（㎡）

规划指标要求

用地性质

出让
竞买保证金 起始价
年限
（万元） （万元）
（年）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230975 平方米，
容
积率≤2.5（不得小于 1），
建筑密度≤35%，
绿地
凤嘴江北部组
NC2019
92390㎡ 率≥35%，
建筑控制高度 100 米。公共服务设 二类居住 商业 40
团 A-6 分区
让-3-6-1
（138.59 亩）施：
体育活动场地、
派出所、
社区服务站、
公厕、 用地
居住 70
1/02 地块
垃圾回收站、
开闭所、
幼儿园。具体规划指标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7 号文件执行。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7000

34500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一、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协
同办公平台已获批准建设，采购招标人
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其资金来源为自
筹且已落实，项目现已具备招标条件，
诚邀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与投标，本项
目采取资格先审。
二、
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项目名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协同办公平台
2.2 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已落实。
2.3 采购内容与数量:提供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协同办公平台软件开发服
务工作。
2.4 交货时间：要求中标单位在合
同签订后 60 天内完成系统上线工作。
2.5 交货/安装地点：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办公大楼。
三、
投标人资质要求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3.1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不
含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且注册
资本金≥50 万元人民币，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能力。
3.2 投标人营业执照和其它相关证
件材料齐全，投标所涉产品不侵害第三
方权利。
3.3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确定的项
目经理及项目管理人员未经招标人同
意，不得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及项目实施
中进行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
资格或终止本项目合同。
3.4 如投标人并非所投标产品的
生产厂商，则投标人需要提供生产厂
商的授权证书和生产厂商授权服务承
诺函，如投标人为所投标产品生产厂
商则需提供产品著作权证书和服务承
诺函。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3.5 本次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 投标人能严格遵守反商业贿赂
规定和廉洁承诺要求。
3.7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四、
招标文件的获取
投标人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至 6
月 3 日，上午 9:00 至 11:30，下午 2:30
至 5:00（北京时间）到重庆市渝北区同
茂大道 416 号新闻传媒大厦 7 楼购买
招标文件（请自带 U 盘），招标文件售价
每份 500 元，
逾期不予受理。
五、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截至时间和开标时间：2019 年
6 月 10 日下午 2:30（北京时间）。
联系人：
郑环
联系电话：
023-63907764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2019 年 5 月 31 日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