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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上接1版）
走出纪念馆，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

说道： “当年革命十分艰难， 也可能
不成功， 但人们心中理想信念之火一
经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 就一定会
前赴后继， 哪怕当时不成功， 将来也
必然成功！ 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
有， 要把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纪念馆外的广场上聚拢了许多当
地群众， 大家热烈鼓掌、 高声欢呼，
纷纷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说： “我们到这个长征出
发地， 就是来体验红军当年出发的情
况。 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我们要继
往开来， 重整行装再出发！”

铿锵有力的话语， 激起现场更加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考察途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
到： “这里是中央苏区， 是红军长征
的出发地。 我这次到赣南， 就直奔于
都来了。 我来这里也是想让全国人民
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全中
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 不忘我们的革
命宗旨、 革命理想， 不忘我们的革命
前辈、 革命先烈， 不要忘了我们苏区
的父老乡亲们。”

就在不久前， 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
从今年6月开始， 在全党自上而下分
两批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21日下午， 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
记专门就主题教育提出要求。

他强调， 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
传统，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
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今年是基层
减负年，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此作为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坚决整治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 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
建设， 让广大干部以更大的热情投入
到中部地区崛起的伟大事业中来。

“只要跟着共产党走 ，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旁边的
于都河上， 几叶扁舟架作浮桥， 正是
当年中央红军出发的渡口。

当年， 中央红军出发时， 于都河
有600多米宽， 水深浪急。 为了架设浮
桥， 于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 床
板， 一位老大爷还把自己的寿材也送
到了架桥现场。 听到此事， 周恩来同
志感慨地说： “于都人民真好， 苏区
人民真亲！”

这是一种血肉相连的深情。
苏区群众无私奉献支援革命， 红

军将士坚定信念不怕牺牲， 赣南苏区
军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永不褪色的红
色信仰。

这种深情化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红
色基因， 一代代传承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到老区苏区考察， 始终关注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困难群众的脱贫
致富问题。 他说： “我们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 特别是没有老
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 那是不完整
的。”

不管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 都不
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 不能忘了人民
是国之根基、 是执政的最大底气。

这是一种饮水思源的深情。
“岢岚县赵家洼村整村搬迁后，

老百姓就业有没有着落？”
“金寨县什么时候能脱贫摘帽？”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插话， 向有关
中部省份负责同志， 询问他考察过的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展情况， 关切之
情溢于言表。

在谈到做好中部地区民生领域重
点工作时， 他特别强调， 脱贫攻坚已
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 今明两年各

地区各部门要把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作
为重中之重， 着力解决好“两不愁三
保障” 突出问题， 让老区人民早日过
上幸福生活！

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 一个有着
700多年历史的赣南小村落。

村间小路绿树成荫， 清渠净水汇
入一方方池塘， 白粉墙上一幅幅吉祥
喜庆的民间彩绘格外喜人。

20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 实地考察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乡
村振兴发展情况。

苏区时期， 赣南儿女参军参战的
有近100万人， 占当时当地人口的三分
之一， 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0万人。
村民孙观发的父亲， 就是10万英烈中
的一员。

站立在“阳光照大地山青水秀，
春色满人间鸟语花香” 的楹联前， 看
到总书记来， 孙观发领着儿子、 儿媳、
孙子、 孙女， 高兴地把总书记邀请到
家里。

总书记从前厅走到后院， 从厨房
走到卧室， 看到厨房里有米有油， 卫
生间也很干净， 连声说“好”。

围坐在客厅里， 习近平同孙观发
一家和当地镇、 村干部拉起了家常。

总书记说： “我这次来江西， 是
来看望苏区的父老乡亲， 看看乡亲们
的生活有没有改善， 老区能不能如期
脱贫摘帽。”

孙观发告诉总书记， 前些年， 因
妻子患病欠下了不少债务。 在村里的
帮助下， 如今已经实现了脱贫， 去年
全家收入达到7万多元。 “感谢党中
央、 感谢总书记， 现在苏区老百姓过
上了好日子。”

孙观发的儿子孙国华接着说：
“前些年， 我和老婆都在广东打工， 顾
不了家。 现在好了， 村里办了制衣厂，
老婆在家门口就业， 既能赚钱又能照
顾老人孩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争相向总书
记报喜： 潭头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户， 这些年全都参与了蔬菜产业发
展， 村里还建了个就业扶贫车间， 去
年底包括孙观发在内的95户已经脱贫。

听了大家的话， 习近平不住地点
头。 他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再加把
劲， 确保老区如期脱贫摘帽。

“到他们这一代长大的时候， 就
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候。” 总书记指着孙观发的一对孙儿孙
女， 笑着说， “只要跟着共产党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好
日子还在后头呢！”

走出孙观发家， 乡亲们聚在村口，
争相同总书记握手， 有的流下了激动
的泪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村
口一面红旗上的几个大字， 道出了赣
南人的心声。

赣南人懂得， 今天的美好生活，
是因为无数革命先辈先烈流血牺牲和
大家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换来的。

赣南人更加懂得， 只有不忘昨天
的苦难辉煌、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才能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离开潭头村， 车辆疾驰在赣南大
地上。

车窗外， 鳞次栉比的新房， 蜿蜒
向前的道路， 生机勃勃的田野……化
作一幅幅无比鲜活的壮美图景， 描绘
着赣南苏区城乡面貌的巨大变迁。

大力支持赣南等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相关政策出台以来， 大到战略定
位、 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 ， 小至村
民住房、 老表喝水、 孩子上学……这
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令世人惊叹 ，
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赣南苏区的浓
情关怀。

“2008年， 我去过赣州。 上次来
江西， 是2016年。 昨天， 我在赣州看
了企业、 乡村、 中央红军出发地。 一
路走来， 感到这里的变化很大， 干部
群众精神状态很好。” 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
这次考察的感受。

他接着强调， 中部地区革命老区

多， 原中央苏区和湘鄂赣、 鄂豫皖、
太行等都是我们党历史上重要的革命
根据地……我们要继续着力推动老区
特别是中央苏区加快发展， 让老区人
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
中部地区发展大有可为”

铭记历史， 是为了继续前行。 创
新发展， 才能再创辉煌。

包括江西在内的中部六省， 地处
中原腹地， 九省通衢。 这片孕育过华
夏文明的古老土地， 能否谱写出一曲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 对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开启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 区域空间结构不断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提高， 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特别是近一年多来， 习近平总书
记接连调研湖南湖北、 东北三省和京
津冀， 先后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座谈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并
推动粤港澳、 长三角发展， 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精心谋划、 扎实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向着更加均衡、
更高层次、 更高质量方向迈进。

这一次，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
大课题， 列入了总书记的考察日程表。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上， 中部六省负责同志不约而同谈到
了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的重要理念，
而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调研的
重点之一。

位于赣州市的江西金力永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稀土永磁铁
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年产能达
到1万吨。 20日中午， 习近平从北京乘
机抵达赣州， 首先考察了这家企业。

在企业展厅、 生产车间， 习近平
详细了解企业加大科研投入、 致力科
技创新、 注重生态修复的情况。

企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 将近
60%的电能是被电机消耗掉的， 而稀
土永磁电机比传统电机节能 25%以
上。 如果全国的空调都换成稀土永磁
电机， 一年可以节约一个三峡电站的
发电量。

稀土的应用可以降低能耗， 但稀
土的开采又很容易破坏环境。

“最主要的是容易造成水土流
失。” 企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 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 需要开挖大量地表土，
损坏植被， 形同搬山运动， 极易导致
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 现在采取
的是新一代原地浸矿工艺， 整个开采
过程不挖山体、 不破坏山形地貌植被，
也没有尾砂排放， 生态环境相对影响
小一些， 资源利用率也更高。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频频点头， 同
时叮嘱企业， 解决了老问题， 还要防
止带来新问题。

中部6个省份中有5个是粮食主产
区， 农业产业占比大， 农村面积广袤，
农民人口众多。 如何破解“三农” 问
题， 是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最大难题。

20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于
都县， 深入田间地头， 实地考察蔬菜
产业发展情况。

于都县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
候特点， 将蔬菜产业作为农业首位产
业， 全县引进1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
建成50亩以上规模蔬菜基地71个、 千
亩蔬菜基地10个。

雨后的赣南大地， 绿意盎然， 生
机勃勃。 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内， 一
顶顶蔬菜大棚像一个个现代化的车间，
栽种着五颜六色、 各式各样的新鲜蔬
菜， 物联网监控、 水肥一体化等高科
技种植技术让人耳目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大
棚。 只见架子上， 黄花配着
绿叶， 一株株丝瓜苗长势喜

人。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总书记， 产业

园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贫困
户” 发展模式， 带动了当地村民脱贫
致富。 这个大棚占地24亩地， 每亩地
年产丝瓜1.5万斤， 每斤可以卖到六七
块钱。

大棚里， 几位村民正在劳作， 看
到总书记来了， 一下子围拢过来， 纷
纷向总书记问好。

一位村民告诉总书记， 这几年发
展蔬菜产业， 老百姓的钱袋子都鼓起
来了。 她掰着指头算起账来： “一个
就是我们流转出租土地的收入， 一亩
有600块钱。 第二就是在这里打工， 女
工每天有70块， 男工100块， 一个月工
作20来天， 就是一两千块钱。 一年下
来有两三万块钱哩！”

“你们在这里打工 ， 家住得远
吗？” 总书记问。

“不远， 就在附近。 以前在外
面务工 ， 看到家乡发展得这么好，
这两年就没出去 。 你看 ， 又能赚到
钱， 又能学到技术 ， 还能照顾到家
里。 大家都说， 打工就在家门口 ，
建厂不如建大棚。” 村民的回答引来
笑声一片。

乡亲们纷纷说： “感谢党的好政
策， 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习近平握着乡亲们的手说： “共
产党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 党中
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 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后日子会
更好！”

如何在中部地区实现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互促互生， 是总书记思考的重
要问题。

在潭头村孙观发家， 村民们向总
书记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以前住
的是土坯房，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
雨， 各家厕所臭气熏天， 现在住进了
小楼， 家家户户都有卫生间、 通了自
来水， 村里鸟语花香， “城里人也羡
慕我们哩”。

“是啊， 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互
促共生， 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
会促进农村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
接过话头， “我们把乡村振兴起来，
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乡村的精
神风貌、 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 社会
风气都焕然一新， 就能让乡亲们过上
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在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 21日
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从江西讲到
中部， 从中部讲到全国， 从全国讲到
世界， 就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作出重要
部署， 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棋局
上再布棋子：

———谈优势， 他指出， 人口规模
和市场潜力， 是中部地区的最大优势。

———讲挑战， 他强调， 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 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调整、 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 是中部
地区崛起面临的三大挑战。

———定方向， 他要求， 紧扣高质
量发展要求， 乘势而上， 扎实工作，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
局和转移、 扩大高水平开放、 坚持绿
色发展、 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作、 完
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等8个方面， 对
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具体指导
意见。

蓝图已经绘就， 奋进正当其时。
“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 中部

地区发展大有可为。” 面对与会的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中部
六省负责同志，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地说，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
央作出的重要决策。 我们要一以贯之，
狠抓落实， 重整行装再出发， 奋力开
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新华社南昌5月23日电）

不忘初心，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研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姜琳

用电量被视为经济“晴雨表”。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稳中
向好、特别是新型产业加速发展和居民消费活跃，带动企业用电
持续较快增长。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534亿千瓦时，同比提高5.8%。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元件制
造、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增长均超过50%，显示出中国经济新
动能不断壮大，新消费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区域”领跑电量增长

“4月份全国发电量增速进一步提高，西南、中南等地区发
受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举行的宏
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 新闻发言人孟玮一开场就拿用电数
据“测量”经济“温度”。

从用电等实物量指标运行情况看， 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分地区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1至4月，西藏、内
蒙古、广西、湖北、安徽、海南和新疆的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
10%。

“过去是东部和沿海发达省份用电‘跑得快’，现在已经改为
西部和中南部省份‘领跑’电量增长。除了基数较低因素，主要是
脱贫攻坚、‘补短板’等拉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行业发展部副主任叶春说。

5月，西藏林芝，雅鲁藏布江沿线多处工地如火如荼。海拔
3000米的高原，工人们正忙碌着拉林铁路朗县站牵引变电所施
工和设备基础浇筑。

中铁电气化局拉林铁路四电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白小伟
说：“今年以来拉林铁路大规模施工，铁路隧道、桥梁等3月份集
中开工，用电量增加较大。下半年全线17个站房都要招标开工，
用电量还将继续增加。”

中电联数据显示， 前4个月， 西藏全社会用电量同比提高
18.3%，增速居全国首位。

“新动能”不断壮大

中电联数据显示，4月份，制造业日均用电量达到近5个月最
高值。

“工业和制造业用电量平稳增长，数字化、信息化相关行业用
电增速超前，反映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
产品实现较快增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稳步推进。”叶春表示。

4月份，风能原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器件制造、新能源
整车制造、 互联网数据服务的用电量， 同比分别增长40.35%、
64.21%、50.5%和58.99%。抢眼的数字背后，是高技术及其装备
制造业亮点频现。

全长138米的自动化生产线， 包含48台套高端智能装备，
人、机、物料全部实现互联互通。这是徐工集团自主研发的国内
首条感应供电的旋挖钻机柔性生产线。

徐工集团坚持加强研发，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蝶变”升
级，今年以来密集推出新产品，仅3月份，徐工品牌出口就超过1
亿美元。

“前4个月徐州地区装备制造业订单满满，企业生产稳定，
用电同比增长60.37%， 一些小型装备制造企业4月份用电量增
幅高达98.54%。”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李颖表示。

曾经“以煤为重”的内蒙古，一季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计算机等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大幅提升，智能电视、光
电子器件等工业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带动用电量“跑”在全国
前列。

“新消费”蓬勃快速发展

据中电联统计，1至4月， 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同比分别提高10.5%和10.9%，成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最主要
拉动力。互联网信息与数据服务、交通运输及仓储物流、住宿餐
饮等行业用电量增速均表现亮眼。

电力数据折射出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一大批企业抢抓数字
经济发展机遇，发现新蓝海。

吉林白山市抚松县，一座现代养殖场里，生猪享受着高科技
“待遇”。由京东数字科技提供的巡检“机器人”，可通过智能摄像
头“识别”猪脸，从而“估算”胖瘦控制饲料投放；同时“分辨”猪
声，以监控疫病降低风险。

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消费场景， 个性
化、智慧化的消费新趋势，正激活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1至4月网络零售提速， 全国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2.2%，完成快递量同比增长24.8%。

“近14亿人口的超大内需市场，大众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说，“新消费孕
育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多信心和韧劲。”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壮大“新动能”
蓬勃“新消费”

� � � � ———从用电量感知中国经济的
温度与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