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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捐躯的女英雄——钟竹筠

“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
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铿
锵有力的话语，极富感召力，引起广泛共
鸣。本着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
落实本次会议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促进世
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成为与会各国的
共同心声。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依然很多。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
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如何更好推

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习近平主席把握世
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着眼各国共同利益，提
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主
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就要
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和平安全
的共同基础、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换位思考增进
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促进和睦团结，才
能凝聚起以合作实现共赢的强大力量；践
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
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效打击“三
股势力”，才会有持久的地区和平、安全与

稳定；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我
们必将迎来更高水平的共同繁荣。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就要拉
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共同拓展国际
合作的伙伴网络。人文合作对深化人民之
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需要进一步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的文明观，以更加密切的人文交流合作，促
进文化互鉴、民心相通。今天，地缘政治版
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
紧密。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

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
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为推动
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走才能
开辟通途。17 年风雨兼程，上合组织遵循

“上海精神”，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
验，不断加强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
合作，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极具影响力
的参与者。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精诚合作，不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一点
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
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携手创造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四论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

《通知》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围绕
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
目标，坚持促进公平、明确责任、统一政策、
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建立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的第一步，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负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可持续发展。

《通知》明确，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建立养老
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
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一是中央调剂基金由各省份养老
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构成，按照各省份职
工平均工资的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
计算上解额的基数，上解比例从 3%起步，

逐步提高。二是中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定
支，当年筹集的资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
办法全部拨付地方。三是中央调剂基金纳
入中央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平衡财
政预算。四是现行中央财政补助政策和补
助方式不变，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确保基
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弥补养老保险基
金缺口的主体责任。

《通知》指出，要健全保障措施，确保制
度顺利实施。一是完善省级统筹制度，推
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二是强化
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确保应收尽收，杜
绝违规支出。三是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
制，将养老保险相关工作情况列入省级政
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四是推进信息化
建设，建立全国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查询
系统、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以
及全国共享的中央数据库。

《通知》强调，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
重要内容，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全局。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密切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顺利实施。

国务院印发《通知》

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3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持续
改善空气质量；确定进一步扩大
进口的措施，促进调结构惠民生
和外贸平衡发展。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顺应群众期盼和高质
量发展要求，在“大气十条”目标
如期实现、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的
基础上，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
长三角地区等重点区域为主战
场，通过3年努力进一步明显降低
细颗粒物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
天数。一要源头防控、重点防
治。在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铁、
焦化、电解铝等产能。推进散煤
治理。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
明年1月1日起，全国全面供应符
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二要科学合理、
循序渐进治理污染。在重点区域
继续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有力有
序淘汰不达标的燃煤机组和燃煤
小锅炉。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
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加强扬
尘、露天矿山整治，完善秸秆禁烧
措施。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
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
热，确保北方地区群众安全取暖

过冬。三要创新环境监管方式。
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严
格环境执法和问责，开展重点区
域秋冬季大气污染、柴油货车污
染、工业炉窑治理和挥发性有机
物整治等重大攻坚。

为推进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维护自由贸易，在稳定出口的同
时进一步扩大进口，倒逼国内产
业改造提升，更好满足群众多样
化需求，会议确定，适应消费升级
和供给提质需要，支持关系民生
的日用消费品、医药和康复、养老
护理等设备进口，落实降低部分
商品进口税率措施，减少中间流
通环节，清理不合理加价，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降税带来的好处。大
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促进研发
设计、物流、咨询服务、节能环保
等生产性服务进口。完善免税店
政策，扩大免税品进口。增加有
助于转型发展的技术装备进口。
会议要求，要优化进口通关流程，
开展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国际互认，提高进口贸易
便利化水平。清理进口环节不合
理管理措施和收费。创新进口贸
易方式，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发展。加强外贸诚信体系建设和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对外贸易和
对外投资有效互动。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部署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确定进一步扩大进口的措施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
日表示，美方日前宣布将停止美
韩军演，证明中方的“双暂停”倡
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

耿爽表示，在朝美领导人新
加坡会晤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就
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朝鲜方
面停止了核试验，美韩方面在军
演问题上也作出了自我约束。

这在事实上就实现了中方提出
的‘双暂停’倡议。”

耿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12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
军演，这再次证明中方的倡议合
情合理、切实可行，不仅符合各
方利益，也能解决各方最急迫的
安全关切。

他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主
张站得住脚，终将得到各方支持。

外交部：

美方宣布停止美韩军演
证明“双暂停”倡议切实可行

一、江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共
5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敏 中节能晶和照明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恒荣 景源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晓帅 江西渥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伟峰 红板（江西）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永棣 温州（江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北平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西分所所长
庄席福 江西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华 江西佳时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经纶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刘钦辉 江西文钦教育产业集团董事长
阮昭平 江西金土地集团董事长
孙晓风 鹰潭市众鑫成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元阳 诚德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平 天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清 新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平球 九江求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国平 江西鸿利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剑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肖志峰 江西绿滋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 斌 江西凯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世伟 抚州市双菱磁性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耀文 中国·上犹光电科技产业园董事长
汪 洋 景德镇市珠山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张和胜 峡江和美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建荣 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爱民 江西赣电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耀华 江西淘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招明 萍乡市高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恩斌 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林 敏 江西德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伟华 江西沃格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良林 江西邦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周明海 江西狼和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恩雪 江西恒大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金乐 南氏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桂香 江西春蕾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申 双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国文 江西绿川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景新 新余民安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智华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志坚 江西省惠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国禄 中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之海 江西汉氏联合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长萍 萍乡市迪尔化工填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褚 浚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鲜 军 江西福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漆海平 江西省靖安县华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熊建明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新华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 华 华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先进非公有制企业（共100户）

（一）发展升级示范企业（50户，按企
业注册地的设区市顺序排序）

江西省群力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海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江西远成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浩然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博莱大药厂有限公司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美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圆融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雅保锂业有限公司
鹰潭华宝香精有限公司
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耀升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汇明木业有限公司
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新百伦领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赢家时装（赣州）有限公司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龙工（江西）机械有限公司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和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江西同欣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饶市德瑞达户外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吉安鑫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市满坤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天宇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普正制药有限公司
恒安（江西）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大觉山景区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共晶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银河表计有限公司
江西诚鑫实业有限公司
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
江西春光药品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哈迪威实业有限公司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二）科技创新示范企业（50户，按企业注册
地的设区市顺序排序）

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晶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科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江西世恒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江西林恩茶业有限公司
江西昂泰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山水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中科鑫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名镇天下陶瓷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萍乡龙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格丰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水晶光电有限公司
三花股份（江西）自控元器件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睿特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新正耀科技有限公司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江西盛富莱定向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铭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东沿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旭腾新材料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一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井冈山井祥菌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江西瑞声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泽发光电有限公司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州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佰仕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德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天翌光电有限公司
江西佳因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九江金凤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杏林白马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亚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瑞金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江西恒顶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东方豹紧固件有限公司
江西银杉白水泥有限公司
江西博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优秀创业者（共95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腊根 江西凤凰山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世兴 上饶市信州区兴盛禽蛋加工农民

专业合作社
王华文 江西福莱仕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
王志勇 安福杨思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毛 琳 江西国威光电显示有限公司
邓春华 江西迈赛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叶小飞 江西远胜投资集团
田春兰 上犹犹江绿月食品有限公司
付绍明 新余市凯光投资有限公司
付莹莹 江西万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付碧林 景德镇逸品天合陶瓷有限公司
朱开椿 江西亚美达科技有限公司
朱刚强 江西金泰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刘小晖 江西圣牛米业有限公司
刘世芳 赣州新江南职业培训学校
齐进成 余干县新时代绿缘有限公司
孙 超 赣江新经济孵化器
孙建辉 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限公司
杜景平 江西华景鞋业有限公司
李小平 江西宏达建材有限公司
李小江 永新县恒龙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李永新 江西省吉水县福寿米业有限公司
李国如 江西恒锐科技有限公司
李荣根 铅山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李高林 江西华强金源电气有限公司
李新业 江西省嘉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金光 江西光正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肖奕萱 遂川海州树脂有限公司
肖高龙 江西麓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吴 丹 萍乡市绿洲园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凤明 江西百盈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吴田标 江西第一时间食品有限公司
吴国辉 江西添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吴福清 江西恒力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邱春红 赣州金榕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何立衡 江西省力速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佘贻谋 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余 杰 江西沃可视发展有限公司
余文斌 安福创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宋细忠 江西青春康源制药有限公司
张 荣 江西中辉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凤明 新干县鑫曜果蔬专业合作社
陈万洵 吉安人文谷创客空间小微企业

服务有限公司
陈云俊 江西尧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陈庆红 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陈国彬 江西省康舒陶瓷有限公司
陈建明 江西达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陈荣华 致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陈德浪 会昌县欢乐谷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林丽英 全南县宜佳购物广场
罗 芳 江西捷一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罗 武 江西亚中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 健 江西聚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周 磊 共青城市博川电气有限公司
周卫星 修水县新万福超市
周雪琴 江西君洲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郑旭洪 石城县华丰畜禽专业合作社
钟 明 赣州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钟小伟 赣州鑫磊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段建平 景德镇市景德闲云居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饶 彬 丰城市介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洪华贵 江西神农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姚晓东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姚慧峰 宜丰县稻香南垣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
夏玲蓉 德安县玲蓉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
徐 风 九江恒盛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徐 超 鹰潭市安怡珠宝有限公司
徐文海 上饶市天佳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徐存国 广丰国铝实业有限公司
徐思沙 江西久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善谅 江西洪洲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德平 庐山市德诚实业有限公司
郭邦华 武宁县丰田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黄 龙 江西乐成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黄 丽 江西云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黄 青 景德镇皇窑陶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黄帅民 江西品升电子有限公司
黄光明 袁州区城北芦耕建材店
黄国平 彭泽县国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彭 丹 江西美格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彭 健 江西健航实业有限公司
彭习华 九江市晨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彭再生 江西温汤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程槐基 德兴市鸿祥木业有限公司
舒敏璋 靖安县古楠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谢有峰 赣州市赣县区鹭溪农场有限公司
谢江波 丰城市润泉专业种植合作社
谢洪华 江西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谢晓明 江西虔心小镇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蔡军民 江西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廖芝军 玉山县春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廖宗江 江西省汇亿新能源有限公司
缪志毅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樊保明 江西绿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燕中帮 共青城鑫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关于2015-2017年度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考评表彰候选名单的公示
经江西省委、省政府同意，江西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领导小组、江西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开
展了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考评活动。根据《关于开展
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考评活动的通知》（赣非公领办
字〔2018〕5 号）要求，经过广泛宣传、各级推荐、多部门核

查、会议审定等工作流程，评选出江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50 名、先进非公有制企业 100 户、优秀
创业者95名。现予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如对拟表彰对象有意见，请向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江西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 址：南昌市卧龙路999号东三栋202室
电 话：0791-88912692 邮政编码：330000
江西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 址：南昌市北京西路69号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电 话：0791-86386191 邮政编码：330046

江西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江西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6月14日

据新华社广州 6 月 13 日电 （记者李
雄鹰）钟竹筠，女，1903年生于广东省遂溪
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秋，考入北
海贞德女子学校，接触进步书刊，受到马
克思主义著作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走
上革命道路。

1925 年 5 月，她被广东农民运动著名
领袖人物之一、南路农民领袖黄学增推荐
到广州，参加第四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习。在农讲所学习中，她得到了周恩来、
彭湃、恽代英、阮啸仙等共产党人的教导
和影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
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同年，钟竹
筠与中共党员韩盈结为伴侣。

从农讲所毕业后，钟竹筠先后被任命
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广东南路
特委会委员兼省党部妇女部特派员、广东
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干事、南路特委妇
女部长。

1926年10月，钟竹筠受中共南路党组
织和南路办事处的派遣到防城县东兴镇，
指导发展党员，开展建党工作，并领导防
城的工农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被选为广
东省妇女解放协会防城分会主席。

1927年春，钟竹筠在东兴创建了中共

防城县第一个支部——中共东兴支部，并
担任支部书记。

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叛变革命，南
路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产党人
遭到屠杀，党的组织被破坏，钟竹筠的丈
夫韩盈也在遂溪县被捕牺牲。

钟竹筠忍着悲痛，不畏反动当局对她
的通缉，继续在东兴芒街一带坚持地下斗
争，她深入工农群众，揭露国民党新军阀背
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叛变国民革命、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滔天罪恶，宣传和组
织工农群众，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钟
竹筠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很大恐慌，
钦廉地区反动军警奉命四处缉捕钟竹筠。

192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钟竹筠被
敌人逮捕，被作为“共党要犯”押往广西北
海。在狱中，敌人对她威胁利诱和酷刑折
磨，宣称“只要你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供
出共党内部的机密，金钱、地位、享受都
有”。面对凶恶的敌人，钟竹筠表现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牺牲精神，她回
答敌人：“革命不会完！最终完的是你们
这伙人面兽心的反动派！我早已把生死
置之度外，难道还怕你们几个反动派？要
宰要割任你。但是，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
到任何东西！”

1929年7月，钟竹筠高呼着“中国共产
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北海西炮台
刑场，年仅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