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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 呜———”9 月 4 日 上
午，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呼
和浩特首列满载货物的中
欧班列从沙良物流园区启
程，沿临策铁路途经甘肃、
新疆，由阿拉山口出境，跨
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等国，驶向中亚地区。

“中欧班列的开行，对
我们来说运输更方便、更
快捷了。”在沙良物流园区
首列开行仪式现场，哈萨
克斯坦客商萨伊德亲眼目
睹这趟载有他的货物的列
车顺利开行，心里感到很
踏实。

与此同时，在波兰最
大铁路枢纽货运站罗兹车
站，一排排中欧班列标志
性的蓝色集装箱格外醒
目。从最初每周只有一列
从中国开来的班列，到现
在几乎每天一列，这里见
证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倡议在欧洲的落地生根。

从驼铃声声到列车轰
鸣，沉寂了几个世纪的古
丝绸之路再次热闹起来。
而这一切，正是始于5年前
中国领导人基于历史和现
实给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中国方案”。

对外开放插上“飞翔

的翅膀”

近日，乌兰察布市一
举进入2017年“中国外贸
百强城市”榜单，刷新了人
们对这个内蒙古塞外山城
的认知，令人刮目相看。而
七苏木，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地方也作为中欧班列枢
纽物流基地被外界广为关
注。

乌兰察布这个殊荣的
获得，不能不说得益于中
欧班列。据统计，短短3年
间，从七苏木累计开行的
中欧班列次数占内蒙古
自治区80%的份额。作为
唯一被列为中欧班列主
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的
非省会城市，乌兰察布市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依托中欧班列建起占
地2000亩的七苏木中欧班
列物流枢纽基地，打造面
向俄蒙欧的重要国际物
流枢纽中心。

如今，围绕七苏木中
欧班列物流枢纽基地配套
建设了电商快递物流产业
园、保税物流园、北方家居
产业园、集宁国际皮革城，
成立了西北地区首家天津
自由贸易区进口商品和平
行汽车直营中心，引进了
北京雅宝路市场。不知不
觉中，这个过去在人们眼
中很“土”的地方一下子

“高大上”起来，购物者趋
之若鹜，投资者纷至沓来。

如果还是像过去那
样，对外开放只是“向海而
生”，那么包括内蒙古在内
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似乎是
看不到什么机会的。幸运
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在
为世界提供经济合作与互
利共赢新方案的同时，也
勾画出更加全面立体的对
外开放体系，这就为我国
广大内陆地区实现对外开

放提供了全新路径。而作
为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以及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
装 箱 国 际 铁 路 联 运 班
列———中欧班列的开行，
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提
供了历史性契机。

据了解，2018年上半
年，经满洲里、二连浩特口
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达1328
列，同比增长64.1%；运送
集装箱8.84万标箱，同比增
长32.8%。其中，经满洲里
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748
列，同比增长15.3%；发运
集装箱63261个，同比增长
17.6%。经二连浩特口岸进
出境中欧班列580列，同比
增长200.5%；发运集装箱
25120个，同比增长179.3%。

据呼和浩特海关日前
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区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贸易总值392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6.4%，占同
期内蒙古自治区外贸进出
口总值的67.8%。而据最新
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
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显
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
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
达到14403.2亿美元，同比
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
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占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36.2%。东北地区、西部地
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
出口总额增速最快。这其
中，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铁
路运输立下汗马功劳。

乌兰察布市新组建的
中欧班列运营平台———内

蒙古亚欧国际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清在
接受采访时说：“乌兰察布
市正在由内陆城市变为口
岸城市。”而这句话充分说
明中欧班列给内蒙古带来
的巨大变化。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
却输梅一段香。”世界的精
妙之处就在于，劣势往往
在条件适宜时可以转变为
优势。在对外开放的实践
中，这种转换尤其明显。内
蒙古就是在这种转换中，
呈现出别样的精彩。

“极速”服务开拓绿色

通关道

9月5日上午，在满洲
里海关铁路口岸通关大楼
里贴有“绿色通道”标志的
窗口前，10分钟不到，满洲
里新运对外贸易运输代理
有限公司报关员王丽娟利
索地为从广州出发的“穗
满俄”中欧班列办理完相
关手续。“现在无论是报关
还是通关，速度都非常的
快，夜间到达亦可通关验
放，做到了随到、随审、随
验、随放。”王丽娟告诉记
者。

截至今年8月底，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
10000列，国内开行城市48
个，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

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了
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据
统计，这开行的10000多列
中欧班列中，近六成是经
我区的满洲里口岸和二连
浩特口岸而出。

中欧班列载运货物品
类日益丰富，从单一的IT
产品，扩大到衣服鞋帽、汽
车汽配、粮食食品、葡萄
酒、咖啡豆、木材、家具、化
工品、小商品、机械设备等
品类。同时，已形成以汽
配、机械设备、日用品、食
品、木材为主的固定回程
货源。

5年来，作为中欧班列
线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
满洲里和二连浩特把推动
中欧班列发展作为服务

“一带一路”的有力抓手，
两地政府、海关及铁路部
门密切联系配合，开展“信
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
互助”的“三互”合作，实
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的“三个一”全
流程作业；海关监管与货
运列车调度无缝对接、查
验结果互认……在保证监
管的前提下，将中欧班列
在两地的通关时效压缩
到了极致，为班列常态化
运营创造了最优的通关
环境。

据了解，从2013年截
至2018年6月，满洲里口岸

进出境中欧班列累计3494
列，线路已达48条，主要集
货地包括苏州、天津、武汉
等60多个城市，涵盖西南、
华南、华东、东北等多个地
区，对外联接俄罗斯、独联
体、欧洲等12个国家。为促
进中欧班列便利化通关，
满洲里海关推出一系列大
举措：“我们以提供便利通
关服务、缩短口岸停留时
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
主要抓手，确保中欧班列
在满洲里口岸高效便捷通
关。这极大提高了班列运
行速度，大幅降低了企业
滞留费用，每年为企业节
约成本近600余万元，缩短
集装箱循环周期近15%，同
时由此带来的加快库存循
环、资金循环和产品先期
进入市场等效果，也给企
业带来诸多间接收益。”满
洲里海关关长齐亚洲说。

车次越来越多、运送
的货物越来越丰富、沿线
国家越来越欢迎———为中
欧班列创造最优通关环境
的海关人深深为之骄傲。

“休息时，在超市看到琳琅
满目的来自欧亚国家的商
品，许多都是通过中欧班
列经过我们海关运送的，
感到其中也有自己一份功
劳，很自豪！”满洲里海关
工作人员郑广林说。

（下转8版）

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
烈士陵园内有一座五杰
亭，亭内的黑色大理石上
刻着毛福轩等革命烈士的
头像和简述生平的文字，
每天都会迎来不少前来瞻
仰的群众。

毛福轩，1897年4月出
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龙坝湾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是毛泽东的族祖父，他
早年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
道路。1922年，毛福轩进入
湖南自修大学半工半读，
之后和毛泽民一起受党组
织派遣到安源煤矿从事工
人运动，同年底在安源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初，毛福轩与毛

泽东先后回到韶山从事农
民运动。1925年6月，在毛泽
东主持下，湖南农村第一个
党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毛

福轩任韶山党支部书记。
此后，因领导农民运

动有建树，毛福轩先后担
任中共湖南区委特派员和
农运特派员、湖南省委委
员，担负起农民运动的领
导责任。在反动统治的白
色恐怖中，毛福轩过着“青
草为席，石洞而眠”的艰苦
生活，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1927年初，毛泽东回
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
福轩自始至终陪同和协助
毛泽东到银田寺、清溪寺、
毛震公祠及湘乡等地考察
农民运动。正是这次考察，
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8年春，毛福轩被

调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
出版工作。一年后，他受党
组织派遣，化名毛恩灏，打
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金山
县警察局。毛福轩以一个
共产党员的忠诚勇敢和机
智灵活，在反动统治的白
色恐怖中，多方为党搜集
重要情报，设法救护革命
同志，在国民党警察局坚
持秘密工作长达4年之久。

1933年初，上海党组

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27
日，由于叛徒出卖，毛福轩
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他被敌人作为“要犯”，先
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押解
至南京。敌人对他进行严
刑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
他在遗书中写道：“余为革
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
不挂虑”。1933年5月，毛福
轩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
义，时年36岁。

毛泽东后来称赞毛福
轩为农民革命家，并赞叹他

的精神：“一个农民出身的
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
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
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曾在上海党中央担任领导
工作的周恩来赞扬毛福轩
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
学者何歌劲说：“毛福轩同
志是勇敢的农民运动领导
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忠
诚，他是人民的坚强战士，
也是家乡群众的榜样和楷
模。” （据新华社报道）

中欧班列：一张更加靓丽的“草原名片”
———内蒙古“一带一路”建设5周年回眸（上篇）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俊在 蔡冬梅 高 慧 李 卓 怀特乌勒斯

坚定的农民革命者———毛福轩
毛
福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