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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是党中
央决策、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大任务，
也是深化收费公路制度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措施，更是提高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

内蒙古高速公路总里程6633公里，
联网收费高速公路 20 条，收费站 244
个。现有运营管理单位9家，其中6家为
BOT企业。在5月17日召开全国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会议后，5月24日，
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主持召开动员部署
会，研究审议了撤销省界站实施方案，自
治区政府成立了总指挥部。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同步编制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工程设计文件，8月11日通过招投标
确定了施工单位。8月14日召开了撤站
工程建设项目启动大会，划分了6个片
区，8个施工单位1000余人，全面启动
了工程建设。截至 9 月中旬，996 条
ETC专用车道改造、679条混合车道改
造、68套省界ETC门架系统、480套非
省界ETC门架系统、19个省界收费站拆
除改造，开工率已达100%，高速公路入
口称重检测系统已完成206个，占计划
的71.8%。根据工期倒排计划，能够在
10月底前按时完成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力争提前完成，11月开始联调联试，12

月底与全国系统同步切换。届时，将建
成覆盖全区高速公路主线的ETC自由
流虚拟站，ETC车道占主导地位，仅保
留少量人工车道，进一步提升ETC使用
率，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提高高速公路
通行效率，更好地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
发展。

ETC 的普及推广是取消省界站的
核心措施。大力推动 ETC 发展应用，车
辆 ETC 安装率达到 80％和使用率达到
90％以上，力争在年底前完成 ETC 用户
发展任务，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内蒙古
的重大责任。

截至目前，我区ETC用户近140万，
总任务426.5万，剩余任务286.5万，累计
完成32.8%。为加大ETC发行，我区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坚持政府主导，
交通运输牵头的原则，调动各方资源，大
力拓展用户和推广ETC应用服务；二是
新增1128个发行网点，共1770个发行网
点，对接交通运输部网发平台，开通9家
银行互联网发行，组织各ETC代理发行
银行召开多次会议，建立日报告和约谈
机制，7家发行机构认领了370万用户的
发行任务；三是针对设备不足的问题，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积极协调，在原有6个供
应厂家的基础上，通过招标，增加了5个
厂家；四是多措并举发展用户。自治区

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所属各支队主动
对接当地政府，联系当地党政机关、企事
业、院校等单位，倡导办理ETC。各代理
发行银行采取“固定网点+流动网点”相
结合的方式，方便群众办理。

强化宣传，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凝聚
社会共识，及时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达到家喻户晓和社会各界关注并支
持ETC应用，吸引群众安装使用ETC，为
取消省界站和推广ETC营造良好氛围。

自治区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管理
服务中心及所属内蒙古畅捷高速公路联
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成立专门宣传小
组，重点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取消省
界收费站的决策部署；取消省界收费站
后高速公路智能化便捷通行的新状况和
新要求；我区关于ETC发行逐步推出的
新举措、ETC方便快捷的通行优势、免费
办理、通行费享受九五折优惠，促进节能
减排，实现一举多得、共享共赢，同时倡导
公众安装和使用ETC也体现高速公路使
用者的社会责任。宣传方式经过精心策
划，一是媒体主阵地宣传。畅捷公司联
合光明网内蒙古频道、《中国交通报》《内
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北方新
报》等媒体进行不间断宣传，各路政执法
支队在各盟市的相关媒体进行相应的宣
传；二是形式多样的辅助性宣传。在车

流量大的高速公路利用“擎天柱”宣传；在
市内繁华地段广告大屏宣传；要求全区
交通运输系统和代理发行银行的工作人
员在朋友圈转发抖音视频和宣传通稿；
各ETC代理发行银行在闭路电视、微信
公众号、公交车车体及出租车车顶等媒
介进行宣传；各路政执法监察支队在公
路显眼位置悬挂条幅；高路公司、公交投
公司在高速公路沿线可变情报板进行宣
传。三是精准点对点宣传。在车流量较
大的场所张贴宣传海报，在全区高速公
路各个收费站，对人工车道通行的车辆，
发放宣传单进行点对点精准宣传。通过
多措并举的宣传形式，形成声势浩大、人
人皆知的宣传氛围，引导公众正确认识
和支持ETC发展应用工作。

ETC普及推广是打赢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攻坚战的关键，是必须完
成的政治任务。为确保落实好任务目
标，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坚
强领导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会同各
盟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强化组织领导，加
强风险防控，强化宣传引导，切实把各项
工作落深落细落实，科学安排，周密部
署，扎实推进，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向
自治区党委、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添光增彩。
（文/訾亦那 李文彪 图/王宏宇 朵岚）

9月16日，G45大广高速蒙冀界茅荆坝收费站开始拆除。内蒙古在年底将取消
连接8个省区的19处省界站。

内蒙古ETC通行卡在各盟市设有服务网点，解决ETC用户的后顾之忧。 携手ETC，畅行高速路。

全面推进取消省界收费站 大力发展ETC应用
内蒙古加快提升交通运输网络效率

□新华社记者 吴晶 周玮 王思北

新中国70年，是一个国家翻天覆地的伟大
跃迁。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推动新中国前进的亿万人民，熔铸历久弥新
的中华魂，彰显新时代的中国自信。

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筑牢中国自信的坚
实基石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
村，是黔北地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

攀上环抱村庄的灵宝山，举目四望，一条沟
渠时隐时现，如玉带蜿蜒于峭壁悬崖间，叮咚清
泉流淌而过，穿过村中百姓家。

30多年前，这里常年缺水，是远近闻名的
穷旮旯。老支书黄大发历尽艰辛，发动村民，硬
是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斩
断了世代相传的穷根。

如今，“白天在潺潺溪水中捉鱼、夜晚伴着
阵阵蛙声观星”的田园生活，不仅带火了旅游、
餐饮、养猪、养蜂等产业，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外出务工者回乡创业。

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尊老爱幼、礼贤敬德
蔚然成风，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旧俗陋习悄然
隐退。乡亲们见人，掩不住内心的自豪。

团结村的今昔对比，正是新中国沧桑巨变
的写照。

70年栉风沐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中，中国道路不断拓展，中国理论不断丰
富，中国制度不断完善，中国自信不断提升。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近来，1300多
名记者从江西于都、福建长汀等地出发，参与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

他们累计跨越1.6万余公里，推出万余篇报
道，网上总阅读量近20亿次。

“新长征路上，每个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
责任。”历历在目的时代变迁，滚滚向前的时代
大势，让参与报道的记者深有感触：“每个人都
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就能汇聚起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力量。”

积土为山，汇流成海。在几代人汗水与鲜
血的浇筑下，革命先辈曾无限憧憬的“可爱的中
国”巍然屹立，“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已成现
实。

今年来，一场场歌唱祖国的快闪活动在大
江南北竞相上演，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干
部群众、学生军人等，纷纷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
祝福：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从海拔约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狮泉河

镇到把守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吉林防川哨所，从
南疆小村庄艾日克贝西村到广西南宁邕江之
畔，透过那发自肺腑的歌咏，人们深刻感受着一
个国家铿锵向前的脚步、一种自信焕发的力量。

金秋时节，故宫游人如织。
历经近600年风雨洗礼，这座皇家宫殿，如

今已成为富有时尚气息的“中国符号”。
它是创新中国的创意聚集地——1万余种

文化创意产品年销售额逾15亿元人民币，彰显
着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中走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

面向新时代，亿万人民体味着新中国踏浪
前行的不凡历程，更加坚定梦想成真的未来。

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感召亿万人民的不
懈奋斗

“啊，功名深藏，初心永恒；啊，英雄无悔，天
地有情”……近来，一首关于老英雄张富清的原
创歌曲红遍网络，吸引亿万网民的点击学唱。

这位95岁的老人，为了建立新中国九死一
生，60多年深藏功名，把余生都献给了人民。

何谓英雄？张富清用生命作答。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脊梁，一个有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翻开史册，峥嵘的革命战争岁月留下无数

光辉的名字：杨开慧、方志敏、赵一曼、佟麟阁、
赵登禹、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左权……正是
这些中华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将新中国的
旭日托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1964年 10月16日，一颗巨大的蘑菇云在

戈壁滩上升起，为曾经饱受侵略的中国铸起了
盾牌。2年零8个月后，另一颗更为巨大的蘑菇
云腾空而起。

从此，新中国在世界力量版图上真正有了
一席之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奇迹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在这项伟大成功
的背后，是一群人不计一切的牺牲与奉献。

一次实验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邓
稼先一个人走进荒漠，找到那块散发着射线的
东西，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癌症的魔影从此侵入他的体内，爱国的壮
举却刻进了国人的记忆。

深深流淌于血脉的家国情怀，迸发出不甘
人后的奋斗，传扬着独立自强的精神。

深秋时节，塞罕坝林场蓝天白云，层林尽染。
谁能想到，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是一片荒僻

苦寒之地。三代林场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
中，坚持植树造林，建设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百
万亩人工林海。

“塞罕坝的树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就是
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象征。”手捧

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
海莹说。

从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到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
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塞罕坝精神……正
如一条绵延不绝的精神纽带，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连接起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带着开辟天路的豪情，青藏铁路穿梭于世
界屋脊之上；带着探寻月宫的浪漫，嫦娥四号实
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带着遥望
九天的梦想，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向宇
宙张开“超级天眼”……

70年春华秋实，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厚积薄
发，正在展现气势如虹的自强与自信。

从白山黑水间的广袤油田到中原大地上的
滚滚麦浪，从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到通达未
来的自由贸易区……不断刷新的中国巨变背
后，正是民族精神积厚成势的丰硕成果。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包含278名
个人和22个集体的“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公
示——

守岛卫国的王继才、至诚报国的黄大年、英雄
机长刘传健、充实天下粮仓的袁隆平、扎根乡村教
书育人的刘芳、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

他们是70年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涌现
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自觉践行者。

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
大。“最美奋斗者”的故事，就是一部新中国70
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史。

“中国日新月异，每天在高楼大厦中穿梭忙
碌的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归属感和价值观上的
认同。”几年前，“85后”女孩史逸婵留学回国后
放弃外企的高薪工作，选择成为一名基层党群
工作者。

如今，在上海静安区的黄金商务地段，史逸
婵负责管理的党建平台“白领驿家”已经拥有6
万多名忠实粉丝。通过组织“带着党旗去旅行”
定向越野等创新行动，她越来越坚信，伟大的事
业需要精神去引领、去凝聚。

从扶危济困、社区治安巡逻、捡脏护绿等传
统活动，到“爱心助空巢”“社区心目影院”“智能
手机培训”等新项目，在我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
组织发祥地——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
区，邻里守望、助人自助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1988年初，朝阳里的13名志愿者自发组
成义务包户服务小组，如星星之火点亮了社区
志愿服务。31年来，志愿者们用友爱传递友
善，用互助汇聚力量，志愿精神在这里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坚定迸发的文化自信，挺起民族复兴的精
神脊梁

嘉峪关，始建于600多年前，素有“天下第

一雄关”之称。
2019年初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关

城考察。他强调：“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
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
长城。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
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只有珍视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厚植文
化，才能滋养国家。

2018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从1949年的55
个增加到3176个，博物馆从21个增加到4918
个；电视剧和图书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电影产
量高居世界第二，全国电影总票房达609.76亿
元……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史》、唱

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
设热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听着《在希望的田
野上》，看着《平凡的世界》，满怀热情弄潮改革
开放的时代洪流；

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江大河》、纪
录片《飞向月球》、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一个
大国的气度与创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汲取着建设、改
革的伟大力量，犹如黄钟大吕，激荡民族自尊、
自强与自信。

2019年 7月 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自此，中国已有 55项世界遗
产，40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
（名册），居世界前列。

自然与文化瑰宝展现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
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我们走
向世界的桥梁纽带。

今天，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将汉语教学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海外汉语学习者超过1.2亿
人；“欢乐春节”等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积极行动，
让各国人民感受着中华民族对和谐世界的价值
追求……

今天，来到世界第二大书展——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的现场，一批登上世界文坛各种领
奖台的书籍成为当代中国蓬勃气象的最新注
脚。

2019年 5月 15日，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
五大洲的各方嘉宾会聚文明古都北京，共赏多
元文化之美，共谋文明交流互鉴之道。

“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文化和
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的多种方式，这有助于
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驻华代表处社会和人文科学处负责人罗
素·日瓦兰说。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开放包容中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历 久 弥 新 中 华 魂
——从壮阔70年看中国自信

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
电 （记者 王鹏 李超）
国务院新闻办 22 日发表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
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70年前，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
家作主。新中国 70年，是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 70年；新
中国 70年，是中国人民各
项基本权利日益得到尊重
和保障的70年；新中国70
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
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 70
年。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
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
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
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
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不
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人权
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实际
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
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
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
各项权利，努力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
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
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丰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未来
的岁月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随
着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中国人民必将享有更加广泛、更加
充分的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
全面发展。

白皮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将秉持文
明多样和文明交流互鉴精神，与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促进世界人权事
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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