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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6月27日电 第一届
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27日在湖南长沙
开幕。这是落实中非合作“八大行动”的
重要举措，搭建了中非经贸合作的新平
台。

本届博览会以“合作共赢，务实推进
中非经贸关系”为主题，聚焦贸易、农业、
投融资、合作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将举
办14场活动和1场展览展示，多角度、深
层次探讨中非经贸合作的新路径、新措

施，包括开幕式、4场专题研讨会、3项经
贸洽谈会、3场专业论坛和3个配套活动。

展览展示采取“5+2”模式，设立中非
经贸合作成果展区、非洲国家展区、案例
方案展区、中国省区市展区、企业展区五
大板块。同时，开设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
和非洲商品展销馆，作为长期的非洲商品
展示贸易平台。

此外，博览会期间，部分非洲国家将
举办推介会，国家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区市

还将举办对非合作专题推介会，探索地方
对非经贸合作新机制。预计有一批项目
和协议在博览会期间签约。

记者在非洲展馆看到，现场已经聚集
了不少前来参观的专业观众，在马达加斯
加馆前展出的宝石和原石吸引了大批专
业观众的注意，不少观众在询问价格。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非常高兴
能参加这次博览会。”来自马达加斯加的
参展商托沃赫里·安蒂尼亚纳告诉记者，

他希望通过这次参展到中国寻找好的机
会，可以把公司的产品销到中国，同时从
中国进口手机、电脑和衣服。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53个非洲国家，
联合国工发组织、粮食计划署、世贸组
织、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以及众多金融
机构、企业参会。其中，境内外参展商、
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约3500余人。博览
会将持续到6月29日，普通观众28日便
可入场。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
合作共赢推动中非经贸关系迈上新征程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27日，
全球30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
经济信息共享网络在北京宣告成立。

记者在当日举行的“一带一路”经济
信息共享网络成立大会上了解到，“一带
一路”经济信息共享网络由新华通讯社牵
头发起，创始成员来自亚洲、欧洲、非洲、
拉丁美洲、大洋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国际知名通讯社、信息服务机构、研

究机构等。
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介绍，“一带一路”

经济信息共享网络旨在通过成员间的经
济信息共享，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府
和企业提供便捷实用的经济信息服务，促
进各方互利共赢。

“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是互联互
通，信息交流共享是互联互通的重要基
础。”蔡名照说，共享网络的成立，为“一带

一路”经济信息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作
为发起方，新华社愿积极承担责任，为共
享网络的建设作出积极努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席
睿德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
进，各国对于经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旺
盛，迫切需要建立国际间的经济信息交流
合作机制。共享网络让经济信息共享赋
能各方经济发展，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

合作能力，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不断走深走实。

当天，“一带一路”经济信息共享平
台正式上线，平台将用于成员机构间进
行信息交换和业务合作。针对“一带一
路”共建各方的需求，成员机构可以实时
免费共享“一带一路”相关的投资、贸易、
产业、项目、企业等动态信息和研究成
果。

全球30多家机构

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经济信息共享网络

经通城县人
民政府批准，受通
城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委托，通城
县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联合湖北泉
盛拍卖有限公司
对 通 城 县 G
[2019]012 号 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进行公开
挂牌出让，现将挂
牌出让结果公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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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率
商住比

通城县G[2019]012号
通城县隽水镇白沙社区
53420.9（80.13亩）

≤2.5
≤30%
-
-

≥35%
≤20%

商业、住宅用地
商业40年、住宅70年

3889.5万元
24200万元

2019年6月26日
通城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2019年6月28日

通城县G[2019]0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结果公告

（上接第一版）

实施精准调控，
党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针对全市党员年龄、学历结构不优，
各领域发展党员不平衡等问题，我们在发
展党员过程中，注重加强宏观指导、精准
调控，每年下达年度发展党员计划时，充
分结合上年度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情况、发
展党员计划执行情况和下年度计划申报
情况，对年龄、学历比例结构予以明确，综
合考虑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精准科
学下达计划。

在产业工人中，以国有企业和非公有
制企业为重点，加大从生产经营一线、青
年职工中发展党员力度，努力减少国有企
业党员空白班组。

在农村，注重从复退军人、大学生村
官、致富能手中发展党员，针对2年以上
未发展党员的贫困村、3年及以上没有发
展党员的村，直接带帽下达计划24个，要
求每年至少发展1名党员。着力破除村

级吸纳青年人才入党障碍，在乡镇一级成
立了青年人才党支部，建立了近9000人
的优秀青年人才信息库，重点吸纳优秀青
年人才入党。

在高知识群体中，以湖北科技学院、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注重从中青年
教师和学术骨干中发展党员，建立完善党
员领导干部、党员专家联系入党积极分子
制度，有计划地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参加集
中培训和实践锻炼，加强政治吸纳。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
加大工业园区、商圈楼宇等新兴领域组建
党组织工作力度，以律师、会计师、税务师
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等行业领域为重
点，从生产一线职工、专业技术骨干及经
营管理人员中发展党员。

2016年以来，全市共发展35岁以下
党员 8079 人、大专以上学历党员 5043
人，全市35岁以下、大专以上的党员占全
体党员总数的比例分别由 2016 年的
20.2%、35.4%上升到 21.2%、38.3%，年
龄、学历结构逐步改善。共发展产业工人

党员1603人、农牧渔民党员4475人、高
知群体党员107人、“两新”组织党员1387
人，其中，2018年全市发展农牧渔民、高
知群体、“两新”组织党员数占全年发展总
数的比例分别为42.2%、1.2%、15.1%，与
2016年相比分别提升5.5、0.6、5.9个百分
点，有关领域发展党员结构逐步优化。

健全工作机制，
发展党员工作责任有效落实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落实管党治党
责任。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发展党员工作
作为党组织书记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将
发展党员工作列为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点内容，推动基
层党组织书记用心用力抓，切实抓出成
效。

建立了发展党员季调度工作机制，市
委组织部每季度召开一次发展党员工作
协调会议，全面掌握了解各县（市、区）和
市直各工（党）委发展党员进展情况，对工
作进展慢、成效不明显的，及时对分管领

导进行约谈，限期整改、跟踪督办，确保任
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强化考核检查督办，把发展党员工作
纳入年度考核和巡察重要内容，2018年
结合全市精准扶贫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专项巡察，对全市农村发展党员及党员
教育管理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通过反馈
问题整改，全市党员发展质量有了明显提
高。

严肃发展党员工作纪律，组织开展十
八大以来发展党员工作排查，发现违规违
纪问题1例，排查不规范不严格问题332
例，对1名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不予承
认，对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超过审批
时限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的党
组织及2名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传导了
工作压力。

我们坚信，随着新时代发展党员工作
的深入推进，一批批先进分子、优秀人才
积极加入党组织，充实到党员队伍中来，
必将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生机与
活力。 （咸组轩）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2019年
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来凤支行离休干部张富清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
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
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

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
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
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
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和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见贤思齐、矢志奉
献，党中央决定，授予张富清同志“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
官兵和退役军人都要向张富清同志学
习。要像张富清同志那样坚守初心、对党
忠诚。要像张富清同志那样淡泊名利，

在平凡的岗位上苦干实干、创造实绩。要
像张富清同志那样恪尽职守，把革命理想
信念化为行动的力量。要像张富清同志
那样一辈子清廉自守、克己奉公，清清白
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自觉践行共产党
人价值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张富清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暑假安全伴我行
6月27日，衡水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队员为振华小学学生讲解灭火器使用方
法。

暑假将至，河北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振华小学组织开展“暑假安全伴我
行”主题安全教育活动，向学生普及交通、
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学生暑期安全自我防
护能力。

据新华社

76岁的黄维忠经常到家附近的
广场散步。他抬头就能看到一座6
米多高的纪念雕塑——战马嘶鸣，旌
旗猎猎，红军指战员威风凛凛。

雕塑的深色石砖上雕刻着巨幅
《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黄维忠骄
傲地指着它说：“就是这，我们寨前。”

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是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光荣名
字。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85年前
曾来到这里。

“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

黄汉尤今年75岁，他说，父亲黄
先谨时常向他讲述一个情景：一天晚
上，镇上来了很多红军，当时没有大
路，他们是从江西那边走小路过来
的。

“红军穿着草鞋，有年纪大点的，
有年纪小的，就这样住下来了。”他
说。

这支队伍来自——井冈山。士
兵们都是些贫苦的农民，平均年龄不
到20岁。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
利。由于局势日益恶化，7月23日，
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
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
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说，与红七军团的北上一道，
这应被视作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准
备。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
新江口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
到湖南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桂东，此地路途高
险，山岭奇绝，云雾缭绕。县志这样形容位于罗霄山脉
腹地的桂东：“山开八面，水汇双溪，虽弹丸之地，卓有金
汤之固，环山以为城。”

毛泽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疲劳的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稍事休整，用银元向村民
们购买食物。黄维忠说，他的岳父陈祥文那时还是孩
童，好奇地跑到红军的驻扎地，看见部队从老百姓那里
买回一头猪，杀了给伤病员们煮肉。伤员很多，但红军
招呼岳父过去，把肉分给他和村里孩子，又把剩下的肉
分给村民。

“岳父总跟我说，红军好像家里的亲人。”黄维忠说。
黄汉尤说，六军团军部驻扎的地方，在他家街对面

的药铺。“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在征得主人同意后，他
们把门板拆下来铺在街上，睡在上面过夜。早晨起来，
他们又把门板原封不动装回去，并将地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担起水桶，到河边帮老百姓挑水。”

探路者要有牺牲精神

“红军突围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军展开围
追堵截。”桂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介绍，红军决定放弃在
桂东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以强行军越过耒阳、宜章公
路，经过新田等地，抢渡湘江，继续西进。

8月12日，部队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连以上干部
会议，誓师西征。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
关。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那天，就在那个河滩上，站着许多荷枪实弹的红
军，有的还带了伤，但个个精神抖擞。”黄汉尤站在纪念
广场，讲述父亲对他重复过多遍的场面。

当日，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作家王树
增在《长征》一书中写道，后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
后，就走在红六军团走过的路上。

萧克曾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长
征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
队作用。

石仲泉说，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
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2月下旬中央
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他
说，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西征，带有探路性质。

“当时要战略转移，肯定要有人先牺牲先探路，探路
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前方的千难万险都不知道，
要讲大局、讲纪律，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罗健东说。

红六军团千里转战，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血战，
损失很大。羊东坳一次战斗后，当地400名农民用了整
整一天，才把红军遗体全部掩埋。

红六军团终于10月抵达贵州北部与贺龙、关向应领
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长征的序幕”一章记载，“至此，
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北上长征，被编入红二方面
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成长征的中国工农红
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王树增写
道。

6月桂东，山风习习。金色阳光洒在红六军团誓师
西征的旧址上，年轻母亲牵着学步的孩童从雕塑边走
过。

黄汉尤说，去年有一些学生重走长征路，来到桂东，
听他讲红军故事。“我要让孩子们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
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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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国家统
计局27日发布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655.6亿元，同
比增长1.1%，4月份为同比下降3.7%。

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790.2亿元，同
比下降2.3%，降幅比1至4月份收窄1.1
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1至5月份，在41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26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加，15个行业减少。其中，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专用设
备制造业增长17.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 业 增 长 15.9% ，汽 车 制 造 业 下 降
27.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22.4%。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41.6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8%，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

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5月份，实现利润总额5655.6亿元，同比增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