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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
敬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集《弄潮儿向
涛头立》中，中断10年之久的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制度被恢复的片段时，61岁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
授杨德森感慨良多。1977年，他还在
乡下插队，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报
名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被录取
至我国首个水声工程系。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制作的18集电视纪录片《我
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
年》2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每天播出两
集，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

“个体命运的成长，是不可能脱离
祖国的。”杨德森说，改革开放这一难得
的历史机遇，鼓舞激励了一代代人奋发
向前，在各领域勇立潮头。

转眼40年，杨德森留校培养了一批
批水声人才，攻关突破了矢量水听器技
术这一颠覆性研究，被公认为水声领域

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我很庆幸自己选择
了一个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领域，找
到了奋斗一生并为之骄傲的事业。”

40岁的石永刚是地道的山东人，
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已深耕多年。他对
第二集《在希望的田野上》反映的农业
生产话题颇感兴趣，对片中提到的河南
种粮大户刘天华印象最为深刻。

“从联产承包到农业税减免，这些
政策影响巨大。”石永刚说，像刘天华这
样的人，他见过许多。“告别靠天吃饭，
让农民可以拍着胸脯有底气地从事生
产，令人又感动又兴奋。”

54岁的江西省樟树市商务局副局
长兰福林说，第三集《打开国门搞建设》
让他印象最深，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经济领域实现
翻天覆地变化的喜人成就。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是改革开
放40年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发展的经
验，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正确选

择。”兰福林说，如今内陆小城樟树也乘
上改革开放的春风，通过支持外贸企业
开拓海外市场，香料、食品、建筑涂料、
医用耗材等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实
现了“樟树制造”走向世界。

28岁的梁玮轩在广东省佛山市一
家孵化器企业工作，企业的合作伙伴主
要分布在以色列、德国和美国，合作形
式以技术转移和投资为主。

“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播种，但是赶
上了它的花开。”梁玮轩说，他和第四集
《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去》中的吴云燕
一样，也体会到了自己工作和父辈的不
同。“我的父亲是广东肇庆人，出过最远
的差也不过就是到北京，而现在的我，
到国外出差已经见怪不怪。”

“90后”姑娘张美玲，刚进入中铁
大桥局桥科院工作，看到讲述国企改革
的第五集《血，总是热的》深有感触：“从
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企改革者们
满腔热血，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是

在解难题、过难关，唯有经受住刮骨之
痛，才能迎来新的希望。”

她说，改革先驱敢为人先、锐意进
取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她。“作为国企的
一员，我自当撸起袖子加油干，认真对
待每一份工作，在工作学习中进步。只
要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做一个更好的
自己，那我们将共建一个更美好的家、
更强大的国！”

66岁的波司登品牌创始人高德
康，看完第六集《爱拼才会赢》后说：“凭
着一股敢闯敢干的拼劲，抓住改革开放
的一次次机遇，最终成就自己的创业梦
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奋
斗故事。”

42年前，包括高德康在内的11个
农民成立村办缝纫组，从8台家用缝纫
机、一辆自行车起家，如今做成了国产
羽绒服知名品牌。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
至今仍然深植于我们的企业文化中。”
高德康说，2018年，公司从品牌、产品、
渠道、运营、智能制造等多个方面进行
全面改革，在创立的第42年走上了“二
次创业”之路。

（采写记者：白瀛、闫睿、郭方达、姚
子云、孙少龙、蒋芳、余里）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个体命运成长不可能脱离祖国——

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引发社会关注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5 日
电 （记者 许苏培）河北省威县
烈士陵园内，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
的纪念堂。纪念堂内东侧墙上挂
有一位著名的抗日英烈生前遗像，
他就是抗日英烈、时任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9旅25团团长兼政治
委员李林。

李林，原名李朝法，字惠卿，
1914年出生于河北威县北马庄
村。他7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
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1929年考
入本县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
他首次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发
生了深刻变化。

1930年，李林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党后在本县做小学教员。任
教期间，他组织流动图书馆，积极
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广大教师行动
起来，和剥削者进行斗争。李林经
常深入农村，发展基层党组织，建
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

1935年秋，李林参加冀南农
民武装暴动，在广（宗）威（县）一带
组织游击小分队，开展收缴地主枪
支、铲除官绅恶霸的斗争，很快形
成 了 2000 余 人 的 农 民 武 装 。
1936年1月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1师副连长兼排长，在威县、
广宗、巨鹿、南宫的三角地带开展
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36年秋，李林在石家庄做
地下工作。当时石家庄党组织活
动经费紧张，没有生活补贴。李林
鼓励同志们自己解决经费问题。
他时常出现在闹市中，什么苦力活
都干，每天挣几个铜板，和大家一
起用。

1937年 2月，李林被派到延
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3

月任中共广（宗）威（县）中心县委
书记，建立了地方抗日政权，建立
拥有100多支枪的游击队和两个
县区武装。同年4月，他先后调任
冀南独立支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
区司令员。1938年年底组建了赵
县、藁城、束鹿、晋县、宁晋、栾城等
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各县游击大队。

冀中、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的
迅速发展，对日军造成了很大威
胁。日军除了对根据地和正规部
队进行大规模“扫荡”外，还推行

“囚笼战术”。为了打破敌人的“囚
笼战术”，抗日根据地军民于1940
年夏季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斗争。

1940年，李林调任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9旅第25团团长兼政
治委员，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囚笼
战术”。在1940年秋季的百团大
战中，李林率部取得歼灭日军井川
大队1个分队、缴获大量枪炮和弹
药的战绩，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
奖。同年10月，李林率部在沧石
路秦村与日军70多人遭遇，经过
激烈拼杀，消灭大部遭遇之敌，后
打扫战场时，遭1名残敌偷袭牺
牲，年仅26岁。

李林 威震冀南的英雄团长

12月5日，“万盛石林”2018拳力联盟常规赛第四季在万盛经开区开
战，全新的“拳力角斗场”八人赛制比赛，为拳迷朋友奉上一场饕餮盛宴。

当晚7时，万盛滨江路体育馆，刘中、伊利哈木·曼苏尔、朱华龙等国
内外选手依次登场，展开激烈的对决。

拳力联盟是由盛力世家、美国著名的拳击推广公司TOP RANK
携手打造的一个职业拳击联赛，也是国内高水平职业拳击联赛之一。

据了解，拳力联盟赛事于去年落户万盛，已为全国拳迷奉献了多场
精彩比赛。今后，该赛事组委会还将把更多精彩比赛引入万盛。

图为比赛场景。 记者 韩毅 黄琪奥 齐岚森 摄影报道

12 月 5 日，观众在新华社主办
的“大美中国”影像长廊参观。

截至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累计参观人数接近
100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累计参观人数
近10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企业
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培训服
务，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
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措。一是支持企
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
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加大返还力
度。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鼓励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微企业
贷款可获得性。二是鼓励支持就业创
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符合
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
高不超过15万元和300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重点群体
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压力较大地区

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费提供经营场
地。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
业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16－24岁失业
青年。三是积极实施培训。困难企业
可组织开展职工在岗培训，企业职工教
育经费不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
核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以适
当支持。对下岗失业人员普遍开展有
政府补贴的培训，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就
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
期间再给予生活费补贴。将技术技能
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
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调整至参保1年以
上。四是及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

扶。失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
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
扶持政策、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
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和临时救助范围。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地方政
府促进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明确部
门组织协调责任，开展促进就业专项活
动。要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及时向社会
公布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建立实名
制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同时，要指导企
业等各方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做好促进
就业工作。

国务院出台四项促进就业重点举措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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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我国拟建成2万个国家森林乡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5日表示，我国将以建设森林乡
村为载体，持续加大乡村绿化美化力度，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到2020年，全国乡村绿化覆盖率达到30%，建成2万个国家森林乡
村。 （据新华社）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名单公告
﹝2018﹞004号

以下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已届满，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8年12月6日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名单

序号

1

2

3

4

矿山 名称

重庆市大足区永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华新盐井水泥有限公司合川野猪槽石灰岩矿

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永川煤矿

重庆腾辉涪陵水泥有限公司大堡山石灰岩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1130019383

C5000002009047130012481

C5000002009041130019976

C5001022009087130034067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5/11/12至2018/11/12

2018/3/9至2018/9/18

2013/7/24至2018/7/24

2015/5/26至 2018/5/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永川兴龙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60007 许可证流水号：65712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
人民大道671号、673号、669号附2-1号

成立日期：1994-09-18 发证日期：2018-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秀山建设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00090 许可证流水号：65722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秀山县
中和街道建设路15号

成立日期：1961-01-20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保税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40010 许可证流水号：65805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观月大道111号附3号

成立日期：2012-12-31 发证日期：2018-11-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观音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40020 许可证流水号：65805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观音桥步行街3号附1号

成立日期：1989-02-01 发证日期：2018-11-2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40011
许可证流水号：65806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义学路18号
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18-11-2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近来，用手机刷卡乘坐公交、地铁
的人越来越多。但北京市民黄先生却
遇到了一件怪事：他通过华为手机开通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时，被要求缴纳
16元的“开卡服务费”，且被告知这笔
费用收取后不予退还。

“为什么有实物的实体一卡通缴纳
押金可以退还，无实物的虚拟卡反而要
交不可退的服务费？”黄先生提出的疑
问，网络上有不少共鸣。“新华视点”记
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反映，在使用
华为、小米、锤子等安卓系统手机办理
多个城市的交通一卡通时，被收取多少
不等的“开卡服务费”且不退还。这笔
费用是否应该收取？进了谁的“口
袋”？为何不能退？

据了解，虚拟交通一卡通是NFC
即“近场通讯技术”在公共交通出行领
域的一种应用，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城市备受市民青睐，用户数迅速增

长。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一卡通公司官
网上，对“开卡服务费”的收费依据、标
准并未作具体说明。记者实测发现，各
地“开卡服务费”收取标准各异：北京市
政交通一卡通为16元、广东岭南通为
29元、上海公共交通卡为27元……均
通过手机移动支付系统直接收取。

除收费标准不同，“开卡服务费”能
否退还，不同城市、不同手机品牌也存
在较大差异：使用华为、小米、锤子等安
卓系统手机办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的手机交通一卡通业务，都申明不予退
还；使用苹果手机办理相关手机交通一
卡通时，则明确标示收取的是“可退服
务费”。而使用华为手机开通时则标
明“开卡服务费可以退还”。当被问及
开卡费为何不退时，一些手机厂商在开
卡页面相关通告中解释称，“虚拟公交
卡属于异形卡”“公交异形卡不支持退
卡，因此不能退服务费”。

用户缴纳的这笔“开卡服务费”究
竟去哪儿了？发卡公司、手机厂商、合
作商三方说法相互矛盾。北京市政交
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市场公关部工作人
员韩女士表示，“开卡费”牵涉多个方
面，并非北京一卡通公司收取。至于资
金去向，她建议记者咨询手机厂商。华
为手机客服称，手机厂商并没有收取

“开卡费”，这笔费用是由发卡公司北京
市政交通一卡通收取。

记者在华为手机钱包应用中看到，
“开通虚拟交通卡是否收费取决于对应
卡公司是否收取开卡费用。”小米、锤子
等手机厂商在相关通告中也都一致称，
费用由发卡公司收走，与己方无关。

不过，记者在开通北京市政交通一
卡通的虚拟卡后，发现收款方是北京黑
狗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联系黑狗科技
客服，客服人员表示，黑狗科技为北京
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合作方，该公司收取

了“开卡服务费”。当记者提出需要发
票时，对方却称，只能提供等额充值发
票充当“开卡费”发票。开具的发票显
示，销售方为“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
限公司”，具体名目为“预付卡销售、交
通卡充值”，金额为20元。

目前，消费者、企业、专家等对于手
机一卡通的“开卡服务费”存在许多不
同理解和说法，主要聚焦在“收费标准
为何不同？”“收取的费用去哪儿了？”

“为什么苹果手机可退服务费、安卓系
统手机难退服务费”等问题。交通运输
部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关于“一卡通”
的问题目前尚存争议，不便回应。

北京电子商务法学会会长、中消协
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律师说，手机交
通一卡通提供的是涉及民生的公共服
务，是建立在公共资源投入基础上的，
相关收费的依据、标准等情况应透明公
开。

“没有另外收钱的道理，即便有一
点点成本，也已包含在消费者购买手机
的价格中。”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陆海鹏说，
当前，我国每部手机中NFC核心材料
相关成本约在一两元左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收费标准各异，有的可退有的不行……

手机交通一卡通“开卡费”去哪儿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胡林果 樊攀 杰文津

新华社海口12月5日电 （记
者 李金红）5日，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桨板竞速挑战赛在海南万宁
落下帷幕。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
国 20 个省区市 20 所高校的近
200名选手参加。经过两天角逐，
重庆三峡学院摘得三枚金牌，成为
获金牌数最多的高校。

本届比赛设置了男女3000米、
男女1000米和男女500米桨板竞
速赛共六项比赛。经过两天角逐，
来自重庆三峡学院的方苏玲摘得女
子3000米、女子500米桨板竞速赛

两枚金牌，重庆三峡学院的曹延萍
摘得女子1000米桨板竞速赛金
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温嘉源摘
得男子3000米、男子1000米桨板
竞速赛金牌，北华大学的孙佳齐摘
得男子500米桨板竞速赛冠军。
重庆三峡学院以三枚金牌成为本
届比赛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高校。

本次比赛由万宁市人民政府
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万宁
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海南冲浪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盘古掌体
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承办。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桨板竞速挑战赛闭幕

重庆三峡学院摘三金

拳力联盟常规赛第四季万盛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