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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献”图：

“助力”巧渡金沙江
“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

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这是云南省曲靖市经开区西
城街道西山脚下一带至今仍在流传的诗句， 讲的是红军当
年途经曲靖时发生的一个故事。

行军打仗，军事地图至关重要。红军长征途中，正是龙云
“献”图，让红军得以巧渡金沙江，甩掉国民党数十万追兵。

红军进入云南后， 困扰行军的大难题就是没有军用地
图。云南地形、地貌复杂，仅靠一份行政区划略图无法行军，
红军搞不清金沙江渡口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只有依靠问路、
向导探索着前进。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成信江介绍，1935年4月27
日，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曲靖县时，县城已被红军先头部队围
困，大部队经公路向昆明疾速前进。当部队行至曲靖县城西
10公里左右的关下村时，突然发现前面尘土飞扬，从昆明方
向迎面驶来一辆汽车， 车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识清清楚
楚。 随同部队行军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立即命令部队
冲上去，截住卡车。带车的国民党军官是贵阳尾追红军的国
民党第二路总指挥薛岳的副官，是薛岳派来向“云南王”龙
云索要云南地图的，龙云本来要用飞机派送，但因飞机驾驶
员突然生病，只好改用军车押送。

红军战士对汽车进行清查， 发现车上除带了有龙云送
给薛岳的10箱云南白药和普洱茶、宣威火腿等云南特产外，
最让人惊喜的，就是20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了！

曲靖市经开区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徐艳琼
介绍，红军总部的首长们当晚就在三元宫召开会议，结合缴
获的军事地图进行形势分析，提出了“速渡金沙江，在川西
建立苏区”的作战部署和指示。

成信江认为，红军缴获的这些物品，特别是军用地图，为
红军迅速从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
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掌握主动权，起到了巨大作用。

而今， 关下村的村前矗立着一块纪念碑，“红军战斗遗
址”几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村民一直为此感到自豪，村旁
一座老桥特意命名为“红军桥”。47岁的村民陈粉香说，她的
儿子从小就喜欢听红军的故事，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军人，
现已在部队服役多年。 （据新华社昆明7月22日电）

———记者再走长征路

� � � �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蔡矜宜）
19秒88！ 在21日晚进行的国际田联钻石
联赛伦敦站男子2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
谢震业再创“第九道奇迹”，在夺得冠军
的同时打破了卡塔尔选手费米·奥古诺
德2015年创造的19秒97的亚洲纪录。谢
文俊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

19秒88，让谢震业成为首位突破20秒
大关的黄种人；19秒88，让谢震业大幅超线

顺利获得东京奥运会资格；19秒88，放在里
约奥运会上仅次于夺冠的博尔特……

其实，今年以来谢震业的200米征程
并不尽如人意———亚锦赛上谢震业虽然
问鼎冠军，但成绩只有20秒33；最近一场
比赛瑞士卢塞恩站更是只跑出20秒56。
也因这样的成绩， 本站比赛谢震业被分
在第九道。 更令人惊叹的是，200米决赛
开跑一个半小时前， 谢震业刚刚参加了

男子4×100米接力赛，获得第5名。
没有人想到这样的谢震业能在伦敦

迎来突破，但他却让“第九道奇迹”再次
上演！ 从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20秒16到
如今的19秒88， 为了这0.28
秒， 谢震业努力了4年。“感觉
太棒了， 刷新了亚洲纪录！取
得这个成绩给我征战多哈世
锦赛增添了信心。” 英国名将

弗朗西斯以19秒97获得亚军。
然而，惊喜还没有结束。稍后进行的

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谢文俊与
法国选手贝洛锡安同时撞线， 成绩都是
13秒28，最后经过图片分析确认，谢文俊
以0.005秒的优势夺冠，来自美国的奥运
会冠军麦克劳德以13秒32位居第三。

19秒88！谢震业打破200米亚洲纪录

� � � �放眼南粤大地， 令人振
奋的新格局新气象正在形
成：2017年、2018年区域创
新综合能力连续两年排名全
国第一；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
术制造业发展迅猛， 形成世
界级制造业基地， 其中电子
信息产业总产值占全国三分
之一；2018年全省单位GDP
能耗居全国第二低位……

新格局新气象背后，是
广东高质量发展不断向深向
好的态势。

创新驱动战略爆发新动力
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 近30年经济总量连续位居全国第
一的广东，如何实现动力转换，不断推动
改革开放向纵深挺进？

记者来到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广州南沙
区，走进美的无人工厂，目之所及，机器人

“大军”正有条不紊地紧张忙碌着：机器人会
组装会切割，外观检测机器人的划痕识别率
达95%，搬运机器人会自动挑选货物……

美的这家注塑车间经过一系列工业
互联网改造，成效显著。美的集团董事长
方洪波说， 美的以科技创新为转型驱动
力， 致力于研发制造智能化家电设备和
推动生产线的工业自动化升级， 重新整
合整个家居产品生态链和系统。

近年， 广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
心战略和总抓手， 迸发强劲的内生新动
力，推动改革开放一往无前，闯关夺隘：

———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把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为重中
之重，加快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加快布
局， 正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
任冯圣中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技
术创新—产业创新” 谐振的方式产生效
应，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成
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加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不断
提升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

在广州， 云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
托中国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平台，
在国内首次研发成功“3D结构光人脸识
别技术”，首次商用跨镜追踪技术，将人
脸识别速度从0.1秒降至0.001秒……

在深圳， 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致力于网络空间科学与技
术的鹏城实验室， 致力于生命信息与生物
医药的深圳湾实验室， 以深圳石墨烯研究
中心为代表的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

广东组织实施九大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下
大力气加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已建成
东莞散裂中子源、 深圳大亚湾中微子实
验站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启
动两批共7家省实验室建设，今年还将谋
划启动第三批省实验室。

营商环境“蝶变”构筑新支撑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广东是如何对

标国际先进地区，在营商环境难点、痛点、
堵点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记者来到位于广州颐德中心的数字广
东公司，遇到广州市民张先生。前不久，张先
生因出国留学深造需要申办本人无犯罪记
录证明。他通过微信刷脸登录“粤省事”后，

上传本人身份证照片和申请事由的证明材
料，便完成了申请，整个过程仅花费2分钟。

“粤省事”是微信小程序，整合了户政、
出入境等687项高频民生服务事项， 其中
86%的事项实现“零跑动”，还可关联身份
证、社保、驾驶证等59类电子证照。它成为
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缩影。

针对政务信息化建设分散化、 碎片
化等问题，广东2017年启动“数字政府”
改革， 打造一体化高效运作的“整体政
府”。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
高尚省介绍说， 目前已经实现55个单位
超过1.4万项数据互联互通，试点部门文
电办理用时较改革前下降约40%。

近年，广东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强化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 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

———围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便捷有序流动，大力
推进制度创新。 外资负面清单缩减至37
项，38项改革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制定实施涉企惠企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 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今年1至5月全省新增减税降费1327亿
元，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2674亿元。

———在商事制度、企业投资管理、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等6个方面推出30条含金量
高的举措， 开办企业全流程办理时限压缩
至5个工作日以内，工业项目开工前政府审
批时间原则上不超过45个工作日。

截至2018年末， 广东省个体工商户
和企业数量达1146万户，其中企业492万
户，均稳居全国第一。

民生获得感提升新高度
一切发展为了人民。 广东是如何持

之以恒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高质量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鸭鹅在田间、果林自在散步，鱼儿在

稻田里游来游去……这样和谐的画面出
现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丝苗产业园。
自2018年起，在广东省3年安排75亿元的
财政扶持下， 类似于惠城区丝苗产业园
的15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南粤乡
村大地拔地而起，茁壮成长。

广东持续加大财政民生投入，2018年民
生类支出占比接近70%，切实解决了就业、医
疗等一批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身边事”。

就业是最大民生。广东就业总人口约
6500万，占全国的8.4%，其中在粤外省务
工人员约1600万。广东制定出台“促进就
业九条”，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社会保障是底线民生。 广东在全国
率先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五大险种参保人数累计2.86亿人次，
居全国首位，实现制度和人群全覆盖。

基层农村医疗资源短缺， 是全国范
围内较普遍存在的民生供给短板。 但在
广东，情况却大为改观。近日，记者驶出
西部沿海高速汶村出口， 江门台山市汶
村镇中心卫生院10层楼的崭新住院楼便
映入眼帘。

汶村镇中心卫生院的改变是在2017
年。这年起，广东省财政投入500亿元全
面提升粤东粤西粤北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 支持县级公立医院和中心卫生院升
级建设、村卫生站标准化建设。作为一级
医院的汶村镇中心医院， 不仅按二级医
院标准升级改造， 还和上级医院构建医
联体，成功共享上级医院的优质资源。

广东省政府负责人说， 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广东将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
阻，努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 （据新华社广州7月22日电）

再立潮头谱新篇
———来自广东高质量发展一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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