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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红船精神”之源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莹王翠 薛璐 丁友明 朱昭宇 张艺天吴绍超 蔡胜文 文/图

嘉兴之“神”：
美丽乡村野马村漫溢红色神韵

朱根良端着杯茶，跷着二郎腿，舒适惬意地坐在院落
大篷房里，妻子在院子里浆洗着衣服。

“野马农家小院”就是他开的。小院原是村子的
粮食库房，高高的顶，宽敞明亮的厅堂。每天他招呼
客人，媳妇炒菜。闲暇时分，俩人就坐在阴凉处，看着
家门口土地流转后种植的 8 亩草坪，莺飞草长，碧波
荡漾。

“我这个店是从去年 9月份开始经营的，因为政府扶
持，让我们搞旅游，发展美丽乡村。”记者问生意如何，朱
根良嘴上说着马马虎虎，脸上却露出止不住的笑意。

曹 桥 街 道 管 理 9 个 村 子 ，一 个 社 区 。 野 马 村 是
这个街道的“三好生”——“省级森林村庄”“省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荣誉称号
一大摞。村委办公室墙上，“红船精神”宣传标示清
晰可见。村委委员路良峰介绍，野马村下辖有 12 个
自 然 村 ，其 中 徐 家 堰、余 泾 港 还 被 推 荐 为 美 丽 乡 村
精品景点。

说起过去，路良峰提到一个形容词——“猪三角”。
野马村地处平湖市、海盐县、南湖区三地交界，共有

500户村民，是个纯农业村。
过去，每家每户都养猪，整个村子没有环境可言。

2013年到 2015年，政府号召实施“三改一拆”，“拆”涉及
村子所有猪圈。猪不让养了，那村民怎么办?为解决村民
的生计问题，全村谋划实施土地流转，引进项目发展设施
农业。

在引进蘑菇、生姜、西甜瓜、秋葵等种植项目后，仅
一年时间，全村流转 1200 亩土地，改变了猪粪多、河水
黑、空气臭的生态困境，实现富民强村。 2015 年，野马
村总收入 8642 万元，人均收入 25367 元。到 2018 年，
野马村总收入 10852 万元，人均收入 32200 元。 如今，
野马村道路是景观长廊，分类垃圾进入农户，流转土地
成靓丽美景……晴天里，太阳下，随手一拍，乡村风光皆
是壁画。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属”的“世外桃源”变为现实。

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红船奋斗精神，在野马村展现
得淋漓尽致。

类似野马村的美丽乡村，在嘉兴不胜枚举，广陈镇龙
萌村、乍浦镇马家荡村……

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到平原绿
化扩面提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农村环境建设“组合
拳”，近年来，嘉兴市不断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到 2018年底，嘉兴已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
22个、3A级景区村庄 28个、省级特色精品村 75个，在建
美丽乡村精品线 28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处
置实现全覆盖。

采访结束已是傍晚，落日余晖撒在野马村的乡野小
路上，给野马村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光芒。

我们在嘉兴探寻党的精神密码的行程暂告段落，但
“红船精神”永不停歇，它指引着嘉兴人继续奔赴美好的
未来。

红色，是嘉兴的底色。
嘉兴，是红船精神的原点。
7月5日上午，“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寻访东线采访团队迈进嘉兴地

界，道路街巷“红色”元素随处可见。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刊发5000多字的署

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他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嘉兴是“红”色之源，红“船”守护者接力传承，嘉兴人自发“精”
神传播，美丽乡村“神”韵悠然，嘉兴的景、嘉兴的人，无不经过“红船精神”的熏染。

嘉兴之“红”：当年的烟雨轻舟变身伟大航船

嘉兴，是“晨烟暮雨，钟灵毓
秀”之地，也是金庸、王国维等诸多
历史名人的故乡。金庸将家乡的
烟雨楼融入《射雕英雄传》等作品
中，就在烟雨楼不远处，静静停泊
着一条船，它就是“沿习之路”东线
报道团队此行的目的——揭秘“红
色密码”。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因当
时法租界巡捕袭扰，会议被迫终
止。在上海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
的建议下，大会将会议地点转移到
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
进行。

这艘不起眼的小船成了改变
中国人民命运的伟大航船。

南湖纪念馆门前，两名浙江工

业大学的大一学生林子龙、王旖悠
兴奋地说：“我们来南湖寻找浙江
精神，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价值观
自信。”一语中的。

2017年 10月 31日，习近平总
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
程赶赴嘉兴，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
足迹，探寻党的历程。 南湖革命纪
念馆讲解员李晓彤曾亲历现场：“真
的非常荣幸能够现场听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
迁，精神永恒。

在《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南湖景区被列
入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嘉
兴将“红色种子”撒向大江南北。

嘉兴之“船”：红船守护者是千万个心怀信仰的人

南湖岸边，红船静静地停泊。
这是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按红
船原样仿制的一艘画舫。

红船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
修，是南湖的“宝贝儿”。为了防患
于未然，木材挑选、拆卸清洗、刷桐
油、维修破损……1000多个零件被
小心翼翼地维护。

李少敏已经两个月没有休息
过了。作为新一代“红船守护人”，
他压力大、责任重。

李少敏是个 80后，来自湖北，
2013 年从河南部队转业进入南湖
纪念馆工作，跟随师傅张新志学习
管护南湖和红船。如今，师傅已经
退休，李少敏接过守护红船的“接
力棒”。

白衬衣、黑裤子，胸前别着党
徽和南湖纪念馆徽章，这是李少敏
的上岗必备品。每天上班第一件
事和下班前最后一件事，李少敏都
要到红船边查看一圈，这已经成为
他每天的必备功课。

守护红船6年，有一件事儿，李
少敏记忆犹新。

2016 年夏天，一位 80 岁左右
的老人，围绕着南湖湖心岛不停转

圈，喃喃自语着，神情有些异于常
人，李少敏便上前询问。老人怀里
揣着妻子的照片，边走边为妻子讲
解着：“老伴啊!我在红船边上，这里
还是我们来过的样子，今年你看不
到了，我给你讲讲吧，你听到了
吗?……”

老 人 的 故 事 让 李 少 敏 很 感
动。李少敏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件
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一
天，李少敏儿子的老师打来电话
问：“你家儿子什么时候入党了?”
原来，8岁的儿子悄悄地戴着爸爸
的党徽去上学，守护红船的李少敏
就是孩子眼中的偶像。

这艘红船，已不是简单的船。
它是生命的信仰，是精神的圣地。
红船的精神传承，正在以南湖为原
点，通过一个个“朝圣者”传递给千
千万万个心怀信仰的人。

“守护红船，从来都不是一个
人，是一个群体。”这句话李少敏对
记者说了两遍。

的确，红船的守卫者不仅仅是
李少敏，是湖心岛、南湖纪念馆和
嘉兴市，还有全中国 9000 万名共
产党员。

嘉兴之“精”：嘉兴人将“红船精神”种子撒向非洲

90后樊磊，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义务讲
解员。他真正的工作，是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嘉兴检查站执勤业务科检查员。

樊磊与郑州有着不解的渊源，他在郑州读的
大学。他还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曾经是一名中
国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战斗队员。

2013年，嘉兴边检站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签订联
创联建协议，樊磊主动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从讲解
一段情景到讲解一层展厅，从一层展厅到走遍南湖
和纪念馆的每一寸土地，经过近两个月努力，樊磊背
下3.8万字的纪念馆讲解稿。七年来，他向近10万
人次介绍着党的发展历程，传播着中国共产党当代
的辉煌成就，成为红船岸畔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16年 3月，经过层层选拔，樊磊以全科全优
的成绩通过联合国甄选考核，代表祖国远赴非洲

西部参加中国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
队，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行动。

执勤期间，樊磊将“红船精神”传播至非洲。
他亲手制作红船模型和“红船精神”展板，将红船
刻在营区的大门口，让所有队员在出行和归来时，
不忘秉承“红船精神”赋予的磅礴力量，“南湖红
船，对我来说就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不断前进，沐
浴着红船的光辉是种幸福，能向全国各地的游客
介绍她的故事，是我最大的荣幸。”樊磊说。

在嘉兴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一位热心的“土
著”丁建新。得知我们的采访意图后，他主动请缨
当“导游”，跟随车队一起，介绍沿途的风光。作为
土生土长的嘉兴人，他见证了嘉兴的大变迁、小变
化，说起嘉兴发展的动力，他脱口而出：“当然是因
为共产党的带领，红船文化的勃发。”

《财富》中国500强公布
我省有10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徐刚领）7月 10日晚，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
《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考量了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
在过去一年的业绩和成就。该榜单由《财富》（中文版）与中金公司财
富管理部合作编制。河南有10家企业上榜，其中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排名第66位。

据了解，今年中国 500 家上榜的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
45.5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 14.8%，再创新高；净利润达到了
3.625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4.21%，相比去年 24.24%的涨幅而言，
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幅放缓。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为
162.38亿元，相比去年提升了 17%。去年中国GDP首次突破 90
万亿元，这 500家上市公司的收入总和也再次超过了中国当年
GDP的一半。

榜单头部公司依然是：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建筑。中国平
安蝉联非国有企业第一位。

今年一共有 42 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公司，其中小米集团
以 1749亿元的总收入排名第 53位。美团点评则以 652亿元营
收排名第 140 位。在食品行业，颇受关注的是今年首次进入
500 强（排名第 482 位）的海底捞，2018 年总收入达 170 亿元。
此外，好未来（第 483 位）则成为首家上榜中国 500 强的教育行
业企业。

在行业方面，由阿里巴巴、腾讯领衔的互联网服务行业虽然
收入总和仅占到所有 500家公司的 2%，但是该行业市值却接近
11万亿，占中国 500强总市值的 23.7%。根据中金公司分析，受
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较为传统的地产和金融业在过去一年中整体
表现较弱。由电子、互联网服务和计算机相关行业组成的新经济
板块则延续了此前的高速增长态势，上榜公司数量增加到 37家，
板块收入同比增长高达29%。

在盈利能力方面，与去年情况相同，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
除了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之外，仍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腾
讯控股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这十家公司在
去年的总利润达到 1.46 万亿，占全部上榜公司利润总和的
40.3%。2019 年，中国 500 强中共计有 30 家公司未能盈利，亏
损总额达到 1771 亿元。今年首次上榜的美团点评居亏损榜首
位，亏损额接近 1155 亿元。去年新上榜的爱奇艺，亏损额达到
94亿元。

在利润率最高的 40家上市公司中，贵州茅台由去年的第四
位跃居榜首，利润率高达 45.6%。首次上榜的中通快递以 24.9%
的利润率进入利润率榜。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在净利润率最高
的这40家公司中，商业银行占据了21家。

记者注意到，河南上榜 10家企业，分别是万洲国际有限公
司、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这 10家企业仍以煤电钢铁传统行业为主，
总体排名波动不大。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银
行则是最新上榜。

“互联网＋”之后，“智能＋”将如何赋
能未来新生活？根据 2019 中国互联网大
会发布的《中国“智能＋”社会发展指数报
告 2019》，目前，我国“智能＋”社会发展水
平还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和网络化仍在
快速发展，智能化初步应用于人们的生产
生活。未来，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将长
期并存。

“报告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联合撰写。”中国互联网协会副
理事长黄澄清在会上介绍说，中国“智
能＋”社会发展指数是在“智能＋”接棒“互
联网＋”成为赋能传统行业新动力的背景
下提出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认

为，从“互联网＋”到“智能＋”，说明我国
信息化进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
个阶段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的
应用为主要依托，进一步把人脑的功能
和智慧，通过网络化、平台化、软件等释
放出来，所以网络、设备设施和服务具有
了一定的像人一样的分析、总结、学习的
能力。

报告设立了中国“智能＋”社会发展指
数体系。基于这一指数体系评估，全国智
能化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东部地区个
别省市领先发展。

报告从“智能＋”生活消费、“智能＋”
公共治理、“智能＋”生产供给三部分内容
进行了分析。在“智能＋”生活消费方面，

数字支付全面普及，发展水平最高；人工智
能赋能智能家居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智
能导航广泛应用推动智能出行水平快速提
升；智慧零售网点迅猛增长，电商零售进入
平稳发展期。

同时，在“智能＋”公共治理方面，综合
决策智能化是当前智慧管理热点，智慧政
务从查询办理向智能服务升级。在“智
能＋”生产供给方面，电子商务逐步向县级
和村级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物流成
为物流行业升级的关键。

“未来我国‘智能＋’社会发展水平将
快速提升。”报告认为，智能生活消费将
领衔“智能＋”社会发展，以智能人机交
互、智能服务推送等形式，实现城乡居民

在购物休闲、家居生活、交通出行等领域
的快速响应、个性定制和按需服务；智能
公共治理将提升“智能＋”社会基准线，
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
业务的公共治理协同，形成全程在线、高
效便捷、精准监测、高效处置的智能管理
体系；智能生产将是“智能＋”社会的主
阵地，基于平台的生产方式向全行业演
进，生产体系迈向组织重构、动力变革、
模式创新的新阶段。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19 中国
互联网大会于 7月 9日—11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求变
再出发 优质发展谱新篇”。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互联网＋”之后
“智能＋”将如何赋能未来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 11日从工信部
获悉，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会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中央网信
办网络综合协调管理和执法督查局于近日组织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等 11家单位签订“重点互联网企业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责任书”，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社会监督和行业自
律，净化网络通信环境。

据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张新介绍，责任书明确建立
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制度体系，严格落实用户账户管理要
求，建立违规账户依法关停机制，建立完善诈骗风险巡查预警和
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并将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责任落实情
况纳入企业电信业务经营年报。

张新表示，责任书要求建立完善电信网络诈骗技术防范体
系，加强企业平台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清理和新业务诈骗风险安全
评估。

电信网络安全治理，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很重要。美团启动
“百万骑手千城亿户”全国反诈宣传活动、阿里巴巴成立钱盾反诈
公益平台……诸多互联网企业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相关的电信
网络安全探索。张新说，工信部将推动行业优秀的网络安全示范
项目，强化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多管齐下维护电信网络安全。

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重点互联网企业签订责任书
国内首款青少年搜索
引擎“花漾搜索”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王鹏）国内
第一款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搜索引擎——“花漾搜

索”APP今天正式发布。它可以阻断暴力、色情、

赌博等不良信息，为孩子打开美好的网络世界。

“花漾搜索”是新华社中国搜索打造的。作

为国内首个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筛选屏蔽涉及青

少年不良信息的APP，它还搭载了基于大数据和

深度学习技术研发的“主流算法”，适应分众化、

差异化传播格局，在广大青少年中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花漾搜索”推出智能机器人全程陪伴式搜

索，可一键搜索全网适龄内容，随时随地答疑解

惑。根据青少年年龄、性别、兴趣的不同，“花漾

搜索”也可以智能推荐精品课堂、趣味视频、动画

动漫、运动才艺等多个领域的优质内容。此外，

“花漾搜索”还通过提供智能工具，管理阅读时

长，保护青少年视力，并通过推出家长、教师标注

工具，为青少年提供个性化内容过滤机制，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南湖红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