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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何雨欣 刘羊旸 安娜

40 年，这是一条鲜明的逻辑
——

走过了遥远的一程又一程，心
与心始终贴近；跨越艰难的一关又
一关，赤诚的情怀始终贯穿；实现
了一次巨变又一次巨变，初心始终
未曾改变。

“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
认 真 总 结 改 革 开 放 40 年 成 功 经
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
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
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考察时说。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

一切由此启程，一切因此壮
阔。

人民立场是改革开放
的“致胜密码”

来到 40 年的纪念节点，亲历
者们以不同方式，与激情岁月中的
自己对话。

带着行李、坐着大巴，郑艳萍
等几百名年轻姑娘从韶关、汕头等
地来到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
打工妹，那是 1982年。人生从此翻
开崭新一页。

如今，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新
时代改革开放之风在这里劲吹，坐
落其中的深港青年梦工场创业生态
圈已孵化创业团队 304 家。年轻人
在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对接梦想。

40 年沧海桑田。时光机中的
中国大地上，不仅是一座座高楼拔
地而起、一条条天堑变通途、一个
个“中国制造”产品风靡……一个
又一个人的变化，汇成了这个国家
的巨变。

一切为了人民，决定了改革开
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发动的本初，
也检验着其究竟取得怎样的根本成
效。

一个个场景直观印证着中国人
民面貌一新：从手攥票证排队购买
商品，到轻点手机“买遍”全球；
从挤进绿皮火车行在漫漫回家路
上，到坐在舒适高铁中便捷快速出
行；从出国是无法想象的事，到出
国游成为不少人生活中的常态……

观察一段历史进程，不仅要观
察进程本身，也要观察其所处的背
景。

40 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40
年机遇挑战叠加交错，中国改革开
放仿佛掌握了“密码”，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改革
开放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
福”的目标一以贯之，并不断通过

自我革命与自我超越，保持“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先进
性，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朝着民
心所望的方向进发。

人民更加需要优美环境、人民
更加要求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希望
自我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中，越来
越多的群众共享到改革开放的最新
成果，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实践也不
断抵达新高度。

人民赋予改革开放奔
腾不息的力量

40 年风雨无阻，改革开放在
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
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
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
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
自亿万人民的实践。

40 年改革开放最为充沛的动
力源，就是充分调动起了中国人民
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如大
江大河般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奔腾不
息。

2018年 11月，随着上海市机构
改革方案公布，在充分汲取民意的
基础上，全国 31 个省份的机构改
革方案全部亮相，体现地方特色的
机构也纷纷挂牌。

四川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之一，将原省扶贫移民局更名为
省扶贫开发局；海南为建设好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组建了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

为了人民，也来自人民。从中
央到地方，新一轮机构改革回应着
民心关切。

40 年改革前行，政府机构几
经重大调整，其指向就是顺应社会
变革实现职能转变，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民意诉
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民生难
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向
人民群众深恶痛疾的“顽疾”开
刀；更加重视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
的小事改起……户籍、医疗体制等
改革取得突破；发展学前教育、异
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奔波……改
革与人民越离越近，人民的获得感
也越来越强。

满足人民新期待，将
改革进行到底

40 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这
个词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

很多中国人谈起，都会怀揣一
份改革情怀，心生自豪与自信之
情、幸福与获得之感。因为其中蕴
含着太多命运的改变，也砥砺着未
来的伟大奋斗。

“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下海浪潮风起云涌，但也充满艰难
险阻，我刚刚砸破国企的铁饭碗加
入创业大军，内心忐忑。但您当时
和令尊开的家庭式丝绸服装加工
店，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我们对于
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斗志……”

2018 年 4 月，南京市民佘名祥
收到一封意外来信，写信人是苏宁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28 年前，刚刚创业的张近东几
乎花光积蓄，租下南京宁海路一间
门面房，开始做起卖家电生意。彼时
的佘名祥，尝试干起了个体，和父亲
一起给人做旗袍。

旗袍所用的丝绸怕风，屋里不
敢开窗，佘名祥想购买空调。

那时的空调尚属奢侈品，多是
企业才能买得起。佘名祥的到来，让
张近东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购买空

调。
与市场化、城镇化等改革的节

奏同步，空调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苏宁也逐渐扩大业务，布局全国。如
今，苏宁正在进行一场线上线下的
自我革命，不断升级对消费者的服
务。

40 年大潮涌动，在鼓励、支持、
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下，以苏
宁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在创业就业、技术创新、提
升服务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
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进行
的改革开放，顺应着中国人民要发
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要求。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不断满
足人民发展要求的伟大革命，随着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对象已
从昔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
如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
也呼唤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再出发。

改革开放 40 年，7 亿多人口摆
脱绝对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实
施，土地、集体经济、金融等领域
改革密集出台，中国贫困人口的减
少速度更是前所未有，曾经贫困的
地区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在面对
深度贫困难题的当下，仍然需要一
系列理念变革与改革举措。

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
题，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是未来征
程上最宝贵的财富与经验——

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深处选择
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未来通
向全面小康、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

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人为本 携手筑梦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力量

这是广东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一角 （2016年4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施雨岑 王鹏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北京首
都 机 场 —— 空 中 距 离 8100 多 公
里，航程约10小时。

北京时间11月23日，流落异乡
的青铜“虎鎣”搭乘飞机回到故土。
这条归家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今年 3 月，青铜“虎鎣”的图
片出现在英国一拍卖机构的网站
上，它将于 4 月 11 日被拍卖的消
息，吸引了各方关注目光。

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鎣”
原为清宫皇室旧藏，1860 年被英
国军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
获得，此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国家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开
展信息收集、鉴定研究，在基本确
认青铜“虎鎣”为圆明园流失文物
后，数次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英国相
关拍卖机构，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
方式解决问题。

4 月 10 日，国家文物局发表
声明，强烈反对并谴责该机构执
意拍卖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
继续按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
定，通过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
文物追索。

随 后 ， 中 国 拍 卖 行 业 协 会、
国内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
相继发声，表示如该拍卖机构执意
拍卖我国流失文物，将终止与其开
展的一切商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青铜“虎鎣”以41

万英镑价格在英国成交。
“逆转”出现在 4 月底，国家文

物局收到英国拍卖机构负责人邮
件，称青铜“虎鎣”境外买家希望将
文物无条件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
局。

9月 21日，国家文物局代表团
会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组赴英开
展实物鉴定。包括科技检测在内的
鉴定结果均显示，青铜“虎鎣”符
合西周晚期青铜器基本特征。当
日，文物交接确认书顺利签署。

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眼
中，青铜“虎鎣”的回归，彰显了
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
与负责态度，也显示了我国流失文
物追索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
理解与支持。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
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
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
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150 多年前，法国文豪雨果这
样描写圆明园的悲剧：“这个奇迹

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
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
洗 劫 财 物 ， 另 一 个 强 盗 在 放 火
……”

圆明园被洗劫，是风雨飘摇的
中国近代史中，大批文物苦难命运
的缩影。

据 中 国 文 物 学 会 统 计 ，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
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 1000
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
涵盖所有文物种类。

一波三折，“虎鎣”回到故土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
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悬挂
应急救援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车辆中符合执行和保障应
急救援任务规定的悬挂专用号
牌，主要包括灭火消防车、举高
消防车、专勤消防车、战勤保障消
防车、消防摩托车、应急救援指挥
车、救援运输车、消防宣传车、火场
勘查车等。应急部为专用号牌及配
套行驶证件的核发主管单位。驾驶
悬挂专用号牌车辆的人员须持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应
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通知》对专用号牌要素和车
辆外观进行了规定。专用号牌为
白底黑字，配以红色汉字“应
急”，分为汽车号牌和摩托车号
牌。汽车号牌每副两只，分别悬

挂在车辆前后部；摩托车号牌为
单只，悬挂在车辆后部。悬挂专
用号牌车辆外观参照国际通行做
法进行标识涂装，车身前面涂装

“救援 RESCUE”字样，车身侧
面涂装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徽标、“消防”字样和所属单位名
称、车辆编号，车顶涂装车辆编
号，车身两侧及车辆尾部涂装装
饰条。

《通知》明确，悬挂专用号牌
的车辆执行应急救援任务时可以
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
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通知》规定，对悬挂专用号
牌的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免收
车辆通行费和停车费。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车辆由部队号牌改挂
专用号牌的，一次性免征改挂当
年车船税，此后按有关规定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车辆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专用号牌要素和
车辆外观进行了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1日电
（记者胡喆 荆淮侨） 记者从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获悉，近日，
该院 302 所研制的“海鹰”HW-
350 小型多用途长航时无人机圆
满完成首飞，自主起飞降落平
稳，全自主飞行过程中姿态控制
良好，航线跟踪精度较高。

“海鹰”HW-350 小型多用
途长航时无人机是基于小型无人
机应急通信试验系统和远程空中
应急无人机系统的需求背景下开
展研制的，同时可满足科研带
飞、环境监视与战术侦察等社会
需求，是航天科工三院在国家级
课题支撑下，采用军民融合思路

和方法设计的一款长航时多用途
无人机，各项技术指标在国内领
先，整机性能稳定可靠。

据悉，“海鹰”HW-350 无
人机系统由无人机平台、指挥测
控车和地面保障方舱三部分组
成。整个无人机采用先进气动布
局，机身采用复合材料的流线型
设计，气动效率极佳、巡航速度快、
续航时间长。“海鹰”HW-350 导
航与任务规划系统，可预先装订航
线，全自主飞行，可实时修改航线，
并具有丰富的遥控指令，随时通过
上传遥控指令改变飞行动作，多重
自主故障诊断与处理保护，确保
无人机飞行安全。

“海鹰”HW-350小型多用途
长航时无人机成功首飞

12 月 11 日拍摄的成资渝高速公路沱江特大桥 T 梁架设现场 （无人
机拍摄）。当日，成资渝高速公路首片 T梁在位于四川省资阳市的沱江
特大桥0号台处架设成功。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成资渝高速公路首片T梁架设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1日电
（记者刘慧）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日公告称，收到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人员收到
市场禁入决定书。公告显示，证
监会对长生生物给予警告，并处
以 60 万元罚款，对高俊芳、张
晶、刘景晔、蒋强华采取终身市
场禁入措施。

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对高俊

芳、张晶、刘景晔、蒋强华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对张友奎、赵春志、张洺豪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罚款；
对刘良文、王祥明、徐泓、沈
义、马东光、鞠长军、万里明、
王群、赵志伟、杨鸣雯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

此外，还对张友奎、赵春志、张
洺豪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对长生生物和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高俊芳等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据新华社海口 12月 11日电
（记者周正平） 因俄罗斯组团社和
航空公司债务纠纷滞留海南的
369 名俄罗斯游客，11 日中午在
海南省有关部门及三亚市委、市
政府的协调、帮助下，乘飞机返
回。

俄罗斯 媒 体 近 日 报 道 了 近
1500 名俄罗斯游客滞留海南岛
的消息。记者从海南省旅游部
门了解到，实际情况是 1100 多

名俄罗斯游客属于正常在海南
继续旅游，存在滞留问题的俄
罗 斯 游 客 只 有 来 自 喀 山 的 369
人。

据悉，369 名俄罗斯喀山游
客原定于 8 日结束在海南行程，
乘坐俄罗斯伊尔航空公司飞机从
海南省省会海口市离境，因俄罗
斯组团社与航空公司债务纠纷，
飞机未按时接返，导致游客滞留
海口。

滞留海南的369名俄罗斯游客
已获助乘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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