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1950年5月1日， 新中国制定的第
一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公布实施了。 它明确规定： “废除包
办强迫、 男尊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
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
由、 一夫一妻、 男女权利平等、 保护
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
姻制度。”

几千年来， 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
为中心， 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
的封建礼教， 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
层， 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 婚姻不自
由是旧中国封建桎梏的一个重要表现，
酿成了无数人间惨剧。 婚姻法的公布
实施使无数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
和新生。

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 中共
中央、 政务院先后发出指示， 要求各
地开展一次贯彻婚姻法的大规模运动，
1953年3月， 全国开展了宣传贯彻婚
姻法运动月活动。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在全国开
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大批基层干部
和积极分子， 利用报纸、 广播、 连环
画、 幻灯、 电影、 戏剧等形式， 在群
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 《小二
黑结婚》 《小女婿》 《刘巧儿》 等戏
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 在全国大
部分地区， 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
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 男女
平等的思想。 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
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得到解
放， 参加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热情
高涨， 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 从根本上动
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
根基， 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
想观念和伦理道德， 在全社会逐步建
立起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促进社会
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婚姻自己当家

� � � �湖南日报香港9月3日电 (湖南日
报·新湖南客户端特派香港报道组)“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今天下午，
在港湖南人组织名为“同心同力守护
香港”的主题快闪活动，一曲《我和我的
祖国》响彻维多利亚港两岸。

该主题快闪活动由香港娄底联谊
会、 株洲联谊会和湘潭联谊会共同发
起， 在港乡亲四十余人参加。 活动从
尖沙咀天星码头的标志性建筑———九
广铁路钟楼开始， 大家挥舞国旗， 从
四面往钟楼下聚集并开始合唱， 随后
搭乘拥有悠久历史的渡海交通工
具———天星小轮， 穿过维多利亚港到

达湾仔金紫荆广场， 在矗立着为纪念
香港回归祖国而设的金紫荆花铜像前
再次深情合唱。

“我们生活在香港，就要把爱祖国、
爱香港的心声喊出来，传出去。”香港株
洲联谊会会长刘晓东说，组织这场快闪
活动， 既是在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
与在港乡亲共叙乡情，也是针对香港当
前局势，传递爱国爱港的心声。活动沿
线也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和外国游客
驻足观看、拍摄，香港市民万伟忠就表
示，近期香港违法暴力事件升级，严重
影响了市民正常生活秩序，这时更应该
大声喊出爱护香港、维护香港安定与坚
守“一国两制”的坚定呼声。

在港湘人快闪活动
传递爱国爱港心声

责任编辑 周倜 封锐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
时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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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两岸阔 奋楫正当时
———来自辽宁的高质量发展实践

百舸争流千帆竞
———产业再造的辽宁新局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
机器人生产车间里，上百只红色的机器人手臂正在
各自的岗位上精准地抓取零部件，自动涂胶，底座
腰座总装……用机器人去生产机器人已经实现。

该公司副总裁张进表示， 作为国家机器人产业
化基地， 沈阳新松已经实现了智能制造领域全行业
覆盖，为全球3000余家国际企业提供产业升级服务。

新松公司是辽宁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辽宁坚持凤凰涅槃、腾笼换鸟，做好改造
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
字号”三篇大文章，着力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
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老产业”在升级。行走在“老企业”沈鼓集团
的厂区里， 满目令人震撼的机械装备和试验场
景。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沈鼓集团通过转
型升级， 已经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能够自行设计、
制造、试验三代技术屏蔽主泵的企业，被评为国
家级“研发实验中心”。

“新产业”在涌现。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
制的X50农业植保无人直升机正在展示悬停喷洒农
药。“这款无人机单架次每小时平均喷洒面积可达220
亩，单架次日作业面积可达2000亩。”该公司董事长苏

文博说。这家创立不满四年、核心团队来自中科院的
公司，已成为国内电动农用无人直升机的佼佼者。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辽宁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3%， 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增长37.1%。

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由负转正，2018
年经济企稳向好，2019年势头不减……

这背后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
把资金优先投入到创新上，设立百亿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建设双创基地，推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
试点……“去年辽宁全省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达到438.2亿元。”辽宁省科技厅厅长王大南说。

这背后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
大连长兴岛， 今年5月投产的恒力炼化一体化项

目，每年可加工原油2000万吨，然而在这个超大型化
工厂里既看不到烟囱林立也闻不到异样气味。企业通
过应用嵌入式污水一体化处理技术，中水回用率超过
80%。“绿色恒力” 折射出辽宁产业发展理念之变。
“辽宁正持续推动工业绿色化发展，构建绿色制造
体系，2018年以来，共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0户，
省级绿色工厂42户， 今年力争省级绿色工厂达到
100户。”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何庆说。

而今迈步从头越
———深化改革的辽宁决心

辽宁是共和国的长子， 是新中国工业的摇
篮。如何在新时代补齐短板，实现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续写往日辉煌？

答案是“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曾几何时，辽宁的

营商环境饱受诟病， 犹如一块巨石压在辽宁身
上。为改变这一局面，辽宁从立法着手，颁布实施
了全国第一部省级层面的营商环境法规，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省级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同时，辽
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省级行政职权由2015
年的4283项减少至目前的1594项。

营商环境的变化引发了资本的聚焦：去年举
办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辽宁招
商引资项目504个、 总签约额7695.3亿元……投
资又过山海关，辽宁再度受青睐！

———拉开体制改革大幕。近年来，一场涉及
数十万人的事业单位改革在辽宁展开。改革之难
在于触碰利益，而此次改革对利益格局的重塑涉
及人数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又鲜有先例。

除医院、学校外，辽宁27514个公益性事业单
位已经整合为2366个，精简幅度超过九成，涉及
人员40多万人；1174个经营性事业单位改制组建

为企业集团……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在辽宁港口集团大

连港集装箱码头，数台大型吊机伸展长臂有序作
业， 转运叉车穿梭于来自各个国家的集装箱之
间，整个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2017年6月， 招商局集团与辽宁省政府启动
辽宁港口整合，开启了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
之间的改革。“通过整合，辽宁港口之间消除了无
序竞争，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辽宁港口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两年来，港口整合的效果正逐步
显现，今年第一季度，辽港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
10998.9万吨，同比增长13.1%，多家码头公司生
产经营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一枝一叶总关情
———惠及民生的辽宁温度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民生福祉。
保基本、兜底线、广覆盖，辽宁把资源用在刀

刃上，扎扎实实逐步实现民生所愿、民生所盼。
民生之“暖”见于更可靠的保障———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金白银”的

投入是硬道理。去年，辽宁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
达到74%，坚持用政府“紧日子”保障百姓“好日子”。

作为老工业基地，面对老龄化程度高、退休
人员供养比高的实际，辽宁加强企业养老保险基
金收支管理，建立养老保险“压舱石”资金和风险
基金，通过预算调整、股权转让等措施，确保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

民生之“暖”见于更稳定的就业———
2018年，辽宁城镇新增就业49.3万人，完成

全年目标的120.2%，同比增长10.1%；城镇登记
失业率3.98%，低于年度控制目标0.52个百分点，
就业总量持续增长。

民生之“暖”见于更优美的环境———
辽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之举，深入实施蓝天、碧水、青山、净土、农
村环保“五大工程”， 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实
施， 渤海综合治理扎实推进……今日的辽沈大
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从“15分钟医疗圈”覆盖八成群众，到棚户区改
造深入推进；从实施促进城乡居民和各类群体收入
增长三年行动计划，到实施信访矛盾减存控增三年
攻坚计划……一系列新举措，有内涵，更有温度。

整装再出发，踏上新征程。辽宁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和扎实成效坚定了决心、 鼓舞了信
心、凝聚了民心，一个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辽
宁翘首可期。 （据新华社沈阳9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

� � � � 辽沈大地，金秋待放！全方位变革，
正在发生！

从提前完成“十三五”钢铁、煤炭去产
能目标， 到一批企业获批国家高端装备制
造业标准化试点； 从颁布实施全国第一部
省级层面的营商环境法规，到“啃”国资国
企改革“硬骨头”；从千方百计实现各类劳
动者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到政府过“紧日
子”保障百姓“好日子”……辽宁，正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改革创新的锐意、勇往直前的
决心，砥砺前行。

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件一件干到底。近
年来， 辽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东北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
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振兴发展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