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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广告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公 告 专 栏
服务热线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0917-3273352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 张 媛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23198209190425。

* 宝鸡市渭滨区易域网吧丢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号码为：9161030274504447OW。

* 周 念 丢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号 码 为：

O610639740。

*陇县远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丢失陕C57015

号车道路运输证，号码为：610327000069。

* 宝鸡市泉海商贸有限公司丢失营业执照副

本，号码为：610301100015259。

* 王舒婷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P610020331。

* 韩 晓 叶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219770913516X。

公  示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力弘扬和表彰非公经济组织

领域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筑强引领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红色引擎”，市委组织部、市

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委联合开展全市

非公经济组织“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活动。经初审推荐、综合

评审，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5 个工作日，从

2021 年 6 月 4 日到 10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向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委办公室

反映，电话 ：3808626，联系人 ：朱晓燕。
中共宝鸡市委组织部    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宝鸡市总工会    中共宝鸡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4 日

1. 宋宏星	 宝鸡德有邻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2. 张宗科	 岐山天缘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3. 王金旗	 扶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成员、非公党委书记

4. 于耀成	 宝鸡民香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5. 王清怀	 宝鸡太白山美源果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6. 杜宝侠（女）	 陕西恒通包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7. 黄卫东	 宝鸡晟翔混凝土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8. 段国升	 陇县家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9. 边旭宁	 陕西中苑香格里拉酒店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

10. 张宏博	 陕西太白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11. 韩乖明	 麟游县酒房镇久晟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12. 杨宝兴	 宝鸡市宝西铁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

13. 樊广明	 陕西华山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董事长

14. 林		伟	 宝鸡爱姆房地产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15. 叶乔会（女）	开元商城宝鸡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

16. 贾振锋	 陕西宝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17. 康		超	 宝鸡大丰汽车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18. 雒存志	 凤翔区永乐工贸家电行业联合党支部书记

19. 王		健	 凤翔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生产部部长

20. 徐保卫	 宝鸡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副局长、非公党委副书记

21. 鲁		鹏	 宝鸡天王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22. 李宝江	 陕西金桥企业集团党委

全市非公经济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1. 韩小明	 通运集团党总支委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记

2. 赵晓俊（女）	 岐山北方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3. 杜红兵	 扶风县上宋街区个体私营经济联合党支部书记

4. 张忠宇	 扶风宇通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5. 严		斌	 眉县非公党委副书记

6. 张伟雷	 太白山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建指导员

7. 胡华梁	 陕西中特陶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8. 王万年	 陇县平安出租车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9. 许轩豪	 陕西绿之舞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

10. 邢智虎	 太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党建指导员

11. 张世连	 麟游县商业综合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12. 陈满胜	 陕西泰森集团党委书记

13. 曾宝疆（女）	 陕西西建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14. 黄保权	 渭滨区个私协经二路分会党支部书记

15. 武		超	 渭滨区红色商圈党委副书记、养生协会党支部书记

16. 庞保怀	 宝鸡虢西磨棱机制造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17. 何红霞（女）	 宝鸡新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18. 党红军	 凤翔高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部长兼党建指导员

19. 杨		博（女）	 凤翔区市场监管局非公党委办公室主任

20. 梁云飞	 陕西丰邦建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21. 张美群（女）	 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非公党委办公室主任

22. 冯建斌	 宝鸡市新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全市非公经济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1. 岐山北方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

2. 岐山县华强工贸有限公司党支部

3. 扶风县南阳街区个体私营经济联合党支部

4. 宝鸡建忠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5. 陕西齐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6. 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7. 陕西康特陶瓷有限公司党支部

8. 陕西天翔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9. 陕西宏福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10. 太白县忠信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11. 麟游县出租车公司联合党支部

12. 东岭集团党委

13. 陕西巍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14. 渭滨区红色商圈党委

15. 宝鸡市九洲节能采暖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16. 陕西森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17. 宝鸡市欣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18. 陕西博雅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19. 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20. 蒙牛乳业（宝鸡）有限公司党支部

21. 陕西华誉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22. 宝鸡市沣瑞科工贸有限公司党支部

全市非公经济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

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邮票。

小小的邮票，记录了中国一

个古老税种宣告终结，也标

注出亿万农民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记者在北京税务博物

馆看到，这枚邮票面值 80

分，图案充满深意 ：画面的

上半部是一个大大的“税”

字，其中第一笔是个麦穗，

象征农业税 ；下半部如同被

揭开的一角，揭开部分的白

色背面印有“2006 年 1 月 1

日全面取消农业税”字样，

露出的底面上是蓝天、白

云、彩虹和肥美的牛羊、绿

油油的庄稼。

在我国，征收农业税

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

前 594 年，从鲁国实行“初

税亩”开始，有 2600 多年

历 史。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41% ；到 2004 年，农 业 税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下

降到不到 1%。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分

步骤取消农业税提上国家议

事日程 ：

——2004 年，政 府 工

作报告提出，五年内取消农

业税 ；

——2005 年，免征农业

税的省份已有 28 个 ；

——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以“162 票

赞成，0 票反对，1 票弃权”

高 票 通 过 决 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

条例。

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

税从此宣告结束，中国农民

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

税”的历史。与农村税费改

革前的 1999 年相比，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

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

1000 亿元，人均减负 120 元

左右。

取消农业税，让亿万农

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吉林农民谭业君的账

本显示，2001 年家里当年

结余是负数。“取消农业税

后，每年结转时再也没有出

现过负数。”谭业君高兴地

说，以前是往外拿钱，现在种

地国家还给补贴。

时光荏苒。在这枚邮

票上，揭开的一页早已经翻

过。这是和一个古老税种的

告别，更标志着一个崭新的

开始。

									（据新华社）       

走进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

局历史博物馆，一幅略显老旧

的《香港明细全图》引人注目。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内

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民

族工商企业，招商局历经百年

风云，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香

港为业务中心。

为进一步办好招商局，

1978 年 6 月，时任交通部外

事局负责人袁庚赴香港，进行

广泛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

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

请示》。随后，袁庚被任命为招

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据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工

作人员陈丹丹介绍，招商局集

团当时总资产仅剩 1.3 亿港

元，非变革不能生存。袁庚等

人提出，利用香港的资金、技

术等有利条件，与内地土地、

劳动力等优势结合起来，在广

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对实现

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

宝安的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

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工业区选址何处？ 1979

年 1 月 31 日，时任交通部副

部长彭德清与袁庚一道，带着

这张涉及选址位置的《香港明

细全图》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

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国

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

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南头

半岛上画了两条杠，建议招商局

集团自筹资金在这里开发中国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最终得到中央批准。

这张地图南头半岛上的

铅笔印记，至今清晰可见。但

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袁庚测

算开发支出超出招商局集团

的承受能力，只接受了半岛尖

上一块名为蛇口的地方。

袁庚后来回忆，在一片荒

滩上开发一平方公里，总投资

就得 1 亿元，虽然表面上看来

气派不大，但是比较稳妥，可

以避免投资太多、周期太长、

规模过大的风险。

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轰

鸣炸响。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

锅饭”的工资制度，第一家由

企业集团创办的银行，第一家

股份制保险企业……在袁庚

等人的推动下，蛇口开启了一

系列重大改革。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

生命。”1981年底，这个巨型标

语牌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

的地方，很快传遍神州大地。

从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

步，深圳经济特区得以建立。40

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

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地区生

产总值从1980年的 2.7亿元增

至2020年的 2.77万亿元，经济

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在盘点了全球超过 4000

个经济特区之后，英国《经济

学人》用“若干成功典范中最

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

							（据新华社）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

内，一封名为《国家计委关于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通知》

的文件静卧在文物柜中。纸上

“三峡工程于 1994 年 12 月

中旬正式开工建设”的短短数

字，让人不由得回想起长江安

澜的百年逐梦之旅。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

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

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孙中山

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

计划》中，首次提出在湖北宜

昌一带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

彼时的长江流域，洪患

肆虐成灾。在号称“九曲回肠”

的荆江河道，泥沙不断沉积，

形成“人在地上走，船在天上

行”的奇幻险象。水高一尺，堤

高一丈，这里时刻上演着水与

陆、生与死的攻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

外专家多次开展三峡建坝考

察，但放眼当时的中国，战火

不熄、国似散沙，这些论证未

能激起更大涟漪。

1956 年，毛泽东来到长

江，作诗展望三峡远景 ：“更

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

惊世界殊。”

面对大自然的伟力，水利

人慎之又慎。察岩样，勘地形，

测水文……三峡地质勘探历

时 40 余年，在 2 个坝区、15

个坝段、13 条坝轴线中反复

查勘论证。

“水是最严格的考官，它

无孔不入。面对三峡工程，一

定要持最严谨的科学态度。”

时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副组长潘家铮说。

一次次大论证，使得三峡

工程的轮廓越辩越清晰。

1992 年 4 月 3 日 下 午，

人民大会堂内，七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正表决《关于兴建长

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酝酿了

七十余载的三峡之梦能否破

茧而出？

16 时许，位于武汉的长

江水利委员会内，寂然无声。

“叮……”电话没来得及响出

第二声，立即被接起——

“通过了！”

刹那间，欢呼声四起，大

楼飘下一条长长的标语——

三峡工程功在当代，荫及子

孙，造福人类！

1994 年 12 月 9 日，国

家计划委员会正式下达《国

家计委关于三峡工程正式开

工的通知》。全文仅 70 余字，

却为三峡工程建设翻开新篇

章——

1994 年 12 月 14 日，三

峡工程正式开工 ；

1997 年，大江截流成功 ；

2003 年，三峡工程如期实

现蓄水 135 米、船闸试通航、

首批机组发电的三大目标；

2012 年，三峡工程地下

电站全部投产发电 ；

……

2020 年，三峡工程完成

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

“ 防 洪、发 电、航 运、水

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

挥。”验收结论如是写道。

从描绘蓝图到完成整体

竣工验收全部程序，历经百

年，由 2700 多万立方米混凝

土浇筑而成的三峡工程主体

建筑物，以横锁大江的雄姿

展示着“当惊世界殊”的盛世

豪情。

巨川安澜，为长江流域发

展带来新机遇。滚滚长江，不

尽东流。洪行其道，惠泽人民。				

		（据新华社）

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

案馆里，保存着近 30 本周恩

来办公室工作台历。

这些珍贵的台历，时间

跨度从 1950 年 1 月 1 日持

续到 1976 年 1 月 8 日。轻轻

翻阅台历，新中国前进的脚

印跃然纸上，周恩来总理为

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

令人动容。

1955 年 4 月 5 日，距离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

非会议还有 13 天。此时的中

国，尚未在联合国恢复合法

席位。全世界 193 个国家中，

与中国建交的仅有 23 个。

打破中国外交孤立无

援的局面，参加亚非会议至

关重要。中国要发出什么声

音？提出何种主张和立场？

这些问题让周恩来总理夙兴

夜寐。

当天的工作台历上记

录着这样的日程：上午十时，

国务院常务会议；下午一时，

外交部党组会；原定晚九时，

看赴印缅文化代表团汇报演

出并与周而复、郑振铎等一

谈，由于政治局会议而取消。

1955 年 4 月 18 日 至

24 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

了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

异”方针，阐述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中国在万隆播下的友

谊种子，结下了累累硕果。

短短几年间，我国先后同尼

泊尔等 10 个国家建立外交

关系。

1964 年 10 月 16 日，对

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

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

验成功。

当天的工作台历，记录

了周恩来一天的紧密工作安

排，一直持续到晚上 11 时，

涉及内政、外交多个方面。其

中一行分外瞩目 ：17:00，中

央接见“东方红”演员。正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

堂接见《东方红》创作和演职

人员时，周恩来总理向大家

宣布了这个喜讯。

周总理要求大家暂时

保密几个小时，电台没有广

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当

晚 11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了新华社播发的关于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

《新闻公报》，将这一振奋人

心的消息传播出去。

1972 年 5 月 18 日，周

恩来确诊罹患膀胱癌。在生

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也未停

止工作。

工作台历记录得清晰

而 明 确 ：从 197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住进医院准备

接受手术期间，每日工作 12

小时至 14 小时的有 9 天，工

作 14 小时至 18 小时的有

74 天，工作超过 18 小时的

有 38 天，连续工作 24 小时

的有 5 天……

1974 年 3 月 26 日的工

作台历记载 ：下午三时，起

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

谈（五楼）；晚七时，陪餐 ；晚

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

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 ；晨

七时，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

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

后 ；下午二时，休息。

一天连续工作长达 23

个小时，这对普通人来说不

可想象，而周恩来总理当时

已经 76 岁，而且身患重病、

正住院治疗……							

（据新华社）

一图梦始响春雷

追梦长江筑安澜

小小邮票上
是牵动亿万农民的大事

弥足珍贵的工作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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