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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广告

广福疏通疏通专利号：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张婷

专业疏通管道，清淘窨井、化粪池污物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公告专栏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开设高升本、专升本：临床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药学、

会计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土木工程、电气工程、能源动

力、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等专业。

学制两年半，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学信

网可查。

带身份证、毕业证报名。

西安交通大学成人高考招生
陕西秦岭专修学院是陕西省教育厅批准的宝鸡市唯一一家

西安交通大学成人高考函授站

报名地址：宝鸡市红旗路北段（经一路西口）陕西秦岭专修学院
电话： 2893939   2893969  15319266688（同微信） 

尊敬的丽景华庭业主：

您购买的位于宝鸡市金台区陈仓大道73号的商品住宅2#楼，

现已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 ( 预售 )》约定的交房条件，可为您办

理交房手续，为了便于业主收房，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23 日办理房屋交房手续。请各位业主携带相关资料和费用根

据我们和您预约的时间段办理房屋交接手续。逾期则视为自动收

房，特此公告！

如有疑问请咨询 0917-3302999( 营销中心 )

恭祝您乔迁之喜！
宝鸡市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交房公告
* 赵东成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21196511256614。

* 蔡欣谕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9704010822。

* 杨晓光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23198610210517。

* 贾伟丢失房款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7929139。

* 田晨灏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P610034084。

* 宝鸡少锐工贸有限公司丢失营业执照副本，号码为：610301100050128。

* 常红超丢失陕C80188 号车道路运输证，号码为：610328001212。

* 宝鸡市三众合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0003731401。

* 贾红梅丢失展业证，号码为：02000061030080002016008656。注销
公告

宝鸡市金盛和饲料有限公司申请注销，注册号：

610300100006681，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此公告见报

日起四十五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逾期不办，责任自

负。联系电话：18691842298
宝鸡市金盛和饲料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减资
公告

宝鸡泰源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26MA6XHLFC11，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00 万元。请有关
债权、债务人于此公告见报日起四十五日内前来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联系电话：18628618005

宝鸡泰源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红旗耀特区 全球铸典范
—— 40 年变革不息的“深圳奇迹”

吃剩下的半条皮带
半条黑乎乎的皮带，至今清晰

保留着用刀切割的痕迹。80 多年

前，在一段艰辛而伟大的征程上，它

被主人用小刀切成若干段，烧焦、

刀刮、水煮后用以充饥。就算是这种

“食物”，它的主人每次也只有吃 3小

段的“份额”。

它的主人叫任弼时。他和同志

们相伴走过的这段惊心动魄的长

路，叫作长征。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草地

上的敌人，有时是数倍、数十倍于他

们的敌军，有时是不知藏于何处的

致命沼泽，更多的则是不停啮咬他

们胃和神经的饥饿与疲劳。

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过草地

时，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

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

时和警卫员李少清将皮带切成若干

段，放到锅里煮。虽然味道难闻、难

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之为吃

“煮牛肉”。

吃剩下的半条皮带一直被精心

保存。1938 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

回延安时，将其交给李少清。后来，李

少清将其捐赠出来。如今，这半条皮

带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同穿越

时空的信函，揭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队伍如钢似铁的奥秘。

我们无法统计，在那段伟大的

征程中，有多少人在饥饿疲惫中沉

默地倒下，从此与大地融为一体 ；又

有多少人含泪告别战友，坚强地继

续前行。

但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在 80

多年前的远征中，这支势单力薄、却

斗志昂扬的队伍，这些宁肯用皮带充

饥、仍保持严明纪律的军人，这群衣

衫褴褛、依旧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他们身上迸发出的、至今震撼人

心的精神伟力。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

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

想高于天。”

正是这样坚定的革命理想，正是

这样坚定的必胜信念，走出了人间奇

迹，为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局面。

今天，当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

物馆，端详这半条皮带，感受它所记

录的传奇，总有一幅画面在脑海中

清晰展现——连成一线的红军相互

搀扶，沿着红星照耀的道路，攀越雪

山，闯过草地，走向胜利。

（据新华社）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

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1936 年 8 月 2 日凌晨，东北大

地，一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错。一

名身形瘦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毅

的女子，正俯身疾书。她在赶时间，

这趟车的终点她再清楚不过——位

于黑龙江珠河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

白马冲锋于林海雪原间……这是她

战斗时的模样。她叫赵一曼，是被誉

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于四

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可以选

择的人生是 ：穿绫罗绸缎，在安逸与

舒适中度过一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这名大家

闺秀自问“女子缘何分外差”。接受

了进步思想的她，剪碎裹脚布，走

出大宅院，走上为人民争取解放的

道路。

1926 年，21 岁的赵一曼加入

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跨江渡海走天

涯”，先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

大学等学习，回国后在宜昌、上海、

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

乳名，取安宁之意。可国之将亡，家

何以宁？

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将不到

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友，隐姓埋名，

只身奔赴东北。

此去经年，母子生死两茫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

群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

日大罢工 ；武能红妆白马，威震敌

胆，被当地战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

女政委”。

1935 年 11 月，掩护部队突围

时，一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腿，后

来她不幸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顺着

塞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入，等到

肚子膨胀起来，杠子重重压上去，辣

椒水和汽油从口鼻中溢出。整整九

个月，各种酷刑轮番施行，但她始终

坚贞不屈，没有吐露敌人想要的任

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

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

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日军档案如是记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

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

似花。”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怀》

中，血与火铸就的信念，舍身殉国的

豪情，倾泻于字里行间。

1936 年 8 月 1 日，从赵一曼口

中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将她押

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

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

快成人……”目的地越来越近，赵一

曼的笔触愈发仓促与悲切。

160 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 ：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

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

教育你……”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壮烈

牺牲，年仅 31 岁。而这封绝笔家书

也在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 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

放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婆娑，那时

他正四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年后，

组织确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并在

日军审讯档案里发现了记载家书的

资料。

20 余载，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绝笔

家书的舐犊之情，穿越时空，给人以

无穷的启示、无尽的感悟……

（据新华社）

2021 年 2 月 9 日拍摄的深汕合作区一隅（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40 多年来，由一座

落后的边陲小镇，到经济

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 5

位，“深圳奇迹”散发夺目

光彩。

这座因改革开放而

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

“改革之城”，正高举红色

旗帜谱写“春天的故事”，

用铁一般的事实昭示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

醒，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

越走越宽广。

潮起改革“试管” 
杀出一条血路

70 多岁的招商局集

团原研究部总经理梁宪，

如今经常在深圳蛇口踱

步林间，远眺海面。

这里位于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内，绵延的海边

栈道与喧嚣的港口码头

交错，跨国企业林立、青

年创客集聚，繁华忙碌而

又自然惬意，很难想象 40

多年前这里还是几乎一

无所有的穷乡僻壤。

中国第一个对外开

放的工业园区——蛇口

工业区在此设立，由招商

局集团开发、在广东宝安

南头半岛诞生。

1979 年 7 月，梁 宪

坐船第一次来到南头半

岛的蛇口渔民码头，他作

为交通部派往招商局工

作的外派干部，加入蛇口

工业区的建设。

“那时候的蛇口只

有两口淡水井，经济发展

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

弱。”梁宪说。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

条件下，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

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

新精神，勇于担当作为，

轰鸣炸响改革开放的“开

山炮”。

“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这一石

破天惊的口号响彻神州

大地。

梁宪说 ：“当时蛇

口提出要实行股份制，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搞

股份制企业时，还给人

异想天开的感觉，面临

很大压力。”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

义“大锅饭”工资制度、敲

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

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成

立……从蛇口工业区的

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经济

特区横空出世。

沐浴改革春风，曾经

贫穷的深圳渔民村开办

来料加工厂、大力发展养

殖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每户家庭年收入已

经超过万元，成为全国知

名的“万元村”。

“没有改革开放政

策，没有人民的勇敢创

新，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也没有现在的渔民村。”

与经济特区同龄的深圳

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邓国华说。

举起红色旗帜
闯出一条新路

受惠蛇口及深圳的

“改革营养”“红色气质”，

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

深圳企业家茁壮成长。

万科董事会原主席

王石曾表示，1983 年他

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

干什么”，当听到袁庚的

那句口号“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

才有了创业的激情，开始

为财富而奋斗，最终成立

万科。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

蔚华在回忆文章里说，

如果没有“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这

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

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

措，20 世纪 80 年代深

圳断然不会产生出招

行、平安、华为、万科、中

集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

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

业和企业家。

从蛇口孵化出的平

安集团，如今是我国最大

的非公金融企业，党员人

数超过 3 万人。

平安集团党群工作

部总经理肖建荣说，从

“党建也是生产力”到“党

建就是生产力”，企业对

党建的认识随着业务发

展不断升华。

2007 年和 2012 年，

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银

行先后与深圳商业银

行、深圳发展银行完成

整合，银行板块的做大

做强，为企业后续发展

带来助力。但当时，深圳

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都是国有金融机构，

相关的整合规模也是前

所未有，改革有阻力、员

工有顾虑。

“平安集团党委派出

工作组深入一线座谈访

谈，协助稳定队伍、助力

发展经营，最终完成了市

场化的重组。”肖建荣说，

党委在企业中不缺位、不

错位、不越位，对平安的

转型发展当好参谋、提出

建议，为企业带来“定向

把舵”作用。

红旗闪耀特区，市

场活力迸发。来自深圳

市企业注册局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 1 月底，

深圳商事主体总量达

361.4 万户，居全国大中

城市首位。

握起时代“接力棒” 

干出一条实路

被誉为“中国改革

开放摇篮”的南山南头半

岛，蛇口与前海分居半岛

东西两侧，历史在这里激

荡交汇。

前海被称作“特区中

的特区”，近年来已累计

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610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58

项，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先行先试者。

南头半岛往北，则是

被网友称为“最牛”街道

的粤海街道。在粤海街道

的深圳湾创业广场，数万

青年在此创业，企业年总

产值超 2500 亿元。

“95 后 ”的 荔 枝 微

课联合创始人陈嘉嘉，

正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

“深圳梦”。

3 年 前，公 司 在 深

圳湾创业广场党委的帮

助和指导下成立了党组

织。“创业公司有活力，

但也存在很多管理瑕

疵。我们从事的是具有

一定公益属性的教育行

业，党组织让员工的责

任意识更加明晰，让企

业的运营更加规范。”陈

嘉嘉说。

40 载激情岁月，红

旗屹立不倒。

一代一代企业家、

奋斗者、追梦人在深圳

挥洒汗水，用平凡的双

手实现不平凡的梦想，

他们的命运因深圳而改

变，深圳的未来也因他

们更精彩。

如今，由一座落后的

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

圳地区生产总值已增至

2.77万亿元，位居亚洲城

市第 5 位。

铸造经济特区全球

典范，深圳正在分享经

验，助力区域、全国，乃至

世界的发展。

从深圳放眼粤港澳

大湾区，这里群星璀璨，

连城一片。深圳市民中

心附近有一座莲花山，在

100 多公里外、中间隔着

惠州市的深圳市深汕特

别合作区，也有一座莲花

山，那里将布局生态康养

小镇。为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建立的特区“飞地”深

汕，正架起大湾区与粤东

西北的经济“桥梁”。

从深圳放眼全国，

经济特区正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先富带动后富。

在深圳对口帮扶广西百

色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深圳小镇”，楼

房 整 齐、道 路 宽 敞。依

托扶贫政策支持，百色

市乐业县花坪镇运赖村

村民简得岳成立扶贫车

间，承接来自东部的电

子产品加工订单，并带

动上百户搬迁户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

从 深 圳 放 眼 全 世

界，中国经济特区的经

验正在复制分享。如今，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的宣传牌，矗立

在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

园。这里紧邻明斯克国

际机场，是白俄罗斯最

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

招商局集团参与开发建

设，有“一带一路”明珠

项目之称。

“跟党一起奋斗。”

平均年龄 33 岁的深圳

人，正扛起经济特区的

红旗，朝着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城市范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