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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陆佳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7月 1日上午，宣读入党誓词的声音在国家统计局西楼多功能

厅回响。不变的是誓言，不改的是初心。值此“七一”来临之际，国

家统计局为“光荣在党 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并举行了表彰

仪式。

五十年党龄，五十载光荣。

每位“光荣在党 50 年”的老党员，都是党的历程“参与者”。

50年前他们正青春，奋斗在国家需要的地方；50年后这一枚小小

的纪念章，承载着沉甸甸的荣誉，见证了他们不变的初心和无悔的

岁月。

“当初入党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支部大会上战友们对我

的鼓励和鞭策，言犹在耳。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他

们一辈子都是我的榜样。”回想起自己入党时的种种，纪念章获得

者——原人事司退休干部王萍依然能清晰地记起每个细节。从

17岁入伍到 55岁退休，从战士到干部，从部队到地方……回顾在

党的五十载人生，王萍说自己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能做的就

是无论在哪里都服从组织安排、脚踏实地工作。“获得‘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对我这样一个普通老共产党员来说，是鼓励是鞭

策，是荣誉也是责任。今后，我将保持感恩之心、进取之心，继续发

挥余热，为党的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纪念章获得者丁晋萍，是原机关服务中心退休干部，受党员父

亲的影响，从小就把“要做正直的人、要做对得起党的人”的教诲深

深印在脑海里，十几岁就开始申请入党。“我入党是在原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那时没有别的想法，工作和生活都很积极。”谈起那段奋

斗的青春，丁晋萍记忆犹新：“当时那里还是沙漠，春、夏、秋都要去

引水灌溉，挖渠要挖到七八米深，还得把土挑出两百米以外，中午休

息时后背都是汗碱。冬天沙漠里没法种庄稼，要走很远去捡牛粪，

背着窝头从早走到晚……”虽然那段岁月很艰苦，丁晋萍回想起来

时脸上却洋溢着笑容。“当时正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干劲足、不怕苦，

一心想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50年来我从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怎么

做，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我觉得我做到了。”丁晋萍说。

“去年第一次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时，我还差几个月，

看着拿到纪念章的同志我发自内心羡慕。”纪念章获得者、原数据

管理中心退休干部倪志良说：“今年终于拿到这枚纪念章，心情激

动又感沉重。激动的是这枚纪念章代表着党对我们这些老党员几

十年为党积极工作、无私奉献的肯定，党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沉重

是由于责任依然在肩，当年我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就意味着这是

一生的誓言。”从上世纪 70年代末参加我国第一台歼六飞行模拟

器的飞行模拟软件设计工作，到后来参与 1%人口抽样调查、工业

普查等的数据处理工作，倪志良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加班、熬夜

是家常便饭。“50年里，入党的誓词一直激励着我，提醒我要时时

刻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记住我们的奋斗目标，永远不能

懈怠。”倪志良坚定地说。 （下转2版）

“银发”心向党
纪念章闪荣光
——国家统计局为老党员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陈一帆 丁怡全

西南边疆的云南、广西，有人口近一亿，陆地边境

线 5000多公里。过去，西南边疆“老、少、边、山、穷”，如

今，贫困山乡变成了美丽宜居的小康家园，边陲末梢变

成了我国开放前沿，云岭壮乡气象一新。

脱贫攻坚 圆梦小康

45岁的王世荣，做梦也不曾想：当年差点冻死在高

黎贡山上的独龙族少年，有一天能带领乡亲们摆脱贫

困，并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王世荣是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村原党总支书

记。他小学五年级时，和几个同学结伴翻越高黎贡山

回家，路上要走 5天 4晚。最后一晚，大雨浇灭了他们

的篝火，孩子们蜷缩在凄风冷雨中，抱头哭泣……

饥饿和寒冷，伴随着王世荣的童年。

世事沧桑变幻，太阳照进了独龙江。在党和国家

关心帮助下，最近十余年，云南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

独龙族脱贫攻坚。从修通穿越高黎贡山的公路，到为

每家每户盖安居房；从培育草果、重楼、独龙牛等特色

产业，到学习使用家电、电商购物和直播带货……独龙

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云南、广西都曾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2020 年，

随着最后一批贫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困扰云岭高原、壮乡大地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

广西凌云县浩坤村原为深度贫困村，地处喀斯特

山区，几个狭窄的“猪笼洞”曾是村子通往外界的必经

通道。随着旅游扶贫推进和高速公路开通，当地将浩

坤湖打造为网红景区，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边陲末梢变开放前沿

广西与越南接壤、毗邻北部湾，云南与越南、老挝、

缅甸三国接壤。历史上，广西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

一，云南是茶马古道起点和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但

在近现代，交通设施落后制约了西南边疆开放的步伐。

如今，一条条高速公路、铁路在云岭壮乡纵横交

错，见证了我国西南边疆从“山间铃响马帮来”到“通江

达海连世界”的历史性变迁。

广西崇左市，被形容为“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

就进东盟”。在崇左凭祥市友谊关口岸，电子元部件、

机械装备、纺织产品等中国货物经此发向越南，来自越

南和其他东盟国家的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经此进入

中国。

凭祥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石春燕说，2021
年友谊关口岸进出口货值达 3242 亿元，同比增长

32.72%。“中国造”越来越受到东盟市场青睐，东盟热带

水果、海鲜、大米等产品也更多地进入中国千家万户。

2021年 12月 3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半年多来，

中老铁路客货两旺，国际物流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00 万人

次；累计发送货物 49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 82万吨。

今年 5 月 28 日，首趟中缅新通道（重庆-临沧-缅

甸）国际铁路班列 60个标箱的货物，从孟定清水河口岸

报关出境进入缅甸。云南省临沧市商务局局长周永智

说：“这标志着中缅印度洋海公铁联运物流大通道取得

新的关键性进展。”

建设中国（云南）、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云南瑞丽、云南勐腊（磨憨）、广西东兴、广西凭祥、广

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一系列开放新平台落

地云南、广西，引领西南边疆打造沿边开放新高地。

（下转2版）

云岭壮乡气象新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大美边疆

前6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9.46亿吨

本报讯 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1-6
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货物 19.46
亿吨，同比增加 1.02亿吨、增长 5.5%，日均货物发送量等多项货运

指标创造历史纪录。

统计显示，今年 1-6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完成 17.8万车，同

比增加 1万车、增长 5.9%，单日货物发送量、货运周转量、装车数、

卸车数等多项指标刷新历史纪录。同期，国家铁路发送煤炭 10.4
亿吨，同比增长 7.9%；其中电煤 6.9亿吨，同比增长 9.1%。

我国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
前5个月实到外资同比增长40.3%

本报讯 从商务部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

1-5月，我国合同外资 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实到外资 476.8亿美元，

同比增长 40.3%，占我国同期实际使用外资的 54.3%。

为落实好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商务部于近日印

发了关于做好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积极吸引外资的指导文件，

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地方重点外资项目工作

专班机制，“一对一”强化重点外资项目和企业的服务保障；二是建

立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动态更新机制，指导地方进一步梳理

1 亿美元以上重点外资项目，优化形成新一批全国重点外资项目

清单；三是全面加强服务保障，加大省级统筹力度，保障重点外资

项目要素合理需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四是从更好发挥开放平

台引资支撑作用、便利商务人员往来、用足用好相关支持政策等方

面引导各地加大工作力度，为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经营环境。

日前，甘肃敦煌海装北

湖 49.5 兆瓦风电项目首台

风机开始吊装。据了解，该

项目是敦煌市首个风电项

目，总投资 4 亿元，将建设

13台风力发电机组，同时配

套建设一座 110 千伏升压

站。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

量可达 14587 万千瓦时，年

产值预计实现4200万元。

中新社供图

敦煌首个风电项目
开始吊装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专门制定

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

用的意见》（简称《监督意见》）的工作方案，围绕提高认

识、持续加强统计执法监督检查、依法独立履行监测评

价职能、建立健全统计监督协同配合机制、加强组织领

导和保障等方面，明确 25项具体任务措施，进一步推动

《监督意见》落地见效。

今年以来，北京总队多措并举，不断推进学习贯彻

《监督意见》走深走实。

认真组织传达学习《监督意见》。北京总队联合

北京市统计局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国家统计局贯

彻落实《监督意见》有关会议精神，就抓好全市的贯彻

落实工作提出具体意见；组织干部职工原原本本学习

《监督意见》，努力做到学深悟透、学以致用；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宣传，力促《监督意见》精神和要求在全社会

更加深入人心。

扎实推进《监督意见》贯彻落实。在 2022年法治工

作要点中，北京总队将贯彻落实《监督意见》作为年度

重要工作任务。积极推动统计巡察、执法监督检查、

审计监督等工作协同有效开展。全面清理纠正违反

统计法律法规文件和做法，确保清理纠正工作成效。

联合北京市统计局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书面汇报

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动员部署视

频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落实相关意见和工作安排。进

一步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认真开展“双随机”执法

检查，继续探索与地方统计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围

绕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主要预期目标，做好就业、

价格、居民收入、粮食产量、PMI 等经济运行指标的监

测分析。 马士龙 张琦

又讯 为更好地发挥统计职能作用，重庆市统计局

围绕统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抓住重点积极开展五个方面的区域协调发展相

关研究。

一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体系及城市更新

研究。重庆局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为背景，探究

重庆城市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机理，设计重庆城市体

系的优化路径，同时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重庆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模型，利用数据包

络分析等方法对历年来重庆市城市更新工作所取得

的成效进行系统评价。通过探讨重庆市在城市体系

优化和城市更新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为政府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方面提供决策

参考。

二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基

于区域产业融合理论和区域产业趋同理论，分析成渝

两地产业发展现状、差异和各自的优势，并从多个方面

选取指标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度的评价

指标体系，深入分析影响因素，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是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调发展

研究。基于创新理论、匹配理论和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开展研究，深入分析重庆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

制造业发展现状，形成动态匹配视角下产业协调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量化分析，提出适合重庆中心城

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模式选择及实

现产业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

四是主城都市区城市能级提升研究。借鉴城市能

级相关理论，以重庆市主城都市区整体及各区县单元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能级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城市能级指数，并通过与长江经济带主要中心城市进

行横向对比，分析主城都市区城市能级的优势劣势，提

出主城都市区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更高层

次上集聚优质资源的政策建议。

五是“两群”地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

路径研究。基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

山区城镇群的定位，建立相对应的“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建立复合系统发展耦合

评价模型，客观评价各自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及“两群”

之间协同发展情况，探索“两群”地区推进“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建议。 陈才 李昆仑

北京总队推动《监督意见》落地见效
重庆局开展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研究

稳进前行谱新篇

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