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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4 月，新设外资项目、合同外资、实到外资

同比增长均超过 20%———这是上海交出的外商投资

“成绩单”。总部经济的“辐射效应”、优化营商环境的“磁

场效应”、365 天的“进博效应”正在发力，推动上海持续

成为全球投资热土。

总部经济的“辐射效应”

5 月 30 日，辉瑞普强全球总部在上海揭牌，这是跨

国药企首次在中国设立全球总部。 从中国区总部、大中

华区总部、亚太区总部，到现在的全球总部，上海持续成

为吸引外资的“热土”，成为中国扩大开放的生动写照。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杨朝认为， 辉瑞普强全球总

部落户在上海， 说明上海和中国吸引外资构筑总部经

济的能级正在提升。 截至 2019 年 4 月底， 上海累计引

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83 家、 亚太区总部 95 家、 研发

中心 447 家。

能级提升的还有在上海已经显现出 “聚集效应”的

研发中心。 德国巴斯夫集团亚太区总裁柯迪文说，企业

累计为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投资了 1.8 亿欧元，企业最新

一期将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将升级巴斯夫科创中心，增

强对亚太区汽车和化学新材料行业客户的服务能力。

一些在中国市场上深耕多年的企业， 更是将来自

中国的研发成果带到了世界各地， 实现了 “在中国 、

为世界”。

欧莱雅中国研发和创新中心副总裁马斯明介绍，欧

莱雅位于上海的中国研发和创新中心是全球研发和创

新的六大区域枢纽之一， 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研发中

心。来自这一中心的很多新产品和科技正在加速走向全

球的步伐。 比如，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一些针对敏感肌

肤的面膜产品，以及 BB 霜、染发膏等都已经走向了东

南亚、欧洲和美国等地。

优化营商环境的“磁场效应”

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上海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城市

优越的地理位置等“硬资本”，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政府部

门的“店小二”服务态度，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了

还想继续投”。

辉瑞普强全球总裁高天磊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特地分享了落户背后的“故事”：总部位于纽约的辉瑞

公司早在 1989 年就进入中国市场，1998 年在上海静安

区成立中国区总部，“我们的经历非常愉快”。 2018 年，

辉瑞公司组建了全新的业务部门———辉瑞普强，专注于

非传染性疾病领域的治疗。

“店小二” 态度贯穿在平时为企业服务的点点滴滴

中，打动了企业。 在辉瑞普强为全球总部选址的过程中，

上海市和静安区两级政府展示出了过人的 “上海速度”。

尤其是在企业注册的过程中， 通过上海首创的 “一网通

办”平台，一些原本需要数周乃至数月的流程被压缩到以

日计算周期，还有不少业务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办理。

365 天的“进博效应”

去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仅

在 6 天里为全球 3000 多家企业搭建了展示的大舞台，

更为他们后续产品的落地、 项目的 “全面开花” 助力， 形成了实实在在的 “进

博效应”。

杨朝介绍，上海今年还将在去年 30 多家“进口博览会‘6 天+365 天’常年展

示交易平台”的基础上，新认定一批平台，承接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 目前，

上海正在酝酿针对跨国公司的新政策，支持存量跨国企业的发展，提振外资企业

继续在中国深耕和加码投资的信心，新一轮的服务业开放政策也在制定中。

今年以来，上海多个区都出台了扩大开放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新政策。 比如，

静安区最近发布的“全球服务商计划”，将大力集聚和培育高能级的全球服务机

构，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增强面向国际国内的

集聚和辐射能力。 新华社记者 周蕊 （据新华社上海 6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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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上，风展红旗如画
———来自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的红色信仰报告

这是一次生命的伟大远征———

福建长汀誓师西征的红九军团，宁

化出发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

十五师等将士们， 虽不知此去何方，但

他们有一个信念：“改造中国”；

把一切献给红军的苏区百姓，有一

个心愿：“胜利了红军就会回来”。

这是一次信仰的伟大胜利———

黑云压城城欲摧，他们坚信：“跟着

党才有出路！ ”

长征万里雄关道，他们坚信：“革命

最终会成功！ ”

相信就是力量，信仰就是力量。

今天，走进长汀、宁化，无须刻意寻

找，就能感受到：当天色还是黝黑时，他

们信仰的翅膀，已迎着曙光飞翔。 红土

地上，风展红旗如画。

信心，令他们矢志追随

中复村观寿公祠前 ，“红九军团长

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 ” 石碑静立无

声。 一队身着红军军装参观的队伍，整

齐划一拾级而入公祠 。 时光仿佛回到

1934 年 9 月 30 日。

正是秋天 ， 稻浪金黄 。 而炮声正

隆。 红九军团誓师大会前的歌声特别

嘹亮， 当天许多村的赤卫模范连 、 少

先队补充加入 。 送行的村民路过战士

身边， 就顺手把鸡蛋 、 苞米塞进他的

口袋； 有的妇女赶了十里路 ， 寻见丈

夫红着眼说 ： “我不是拉你回家的 ，

好好干， 等你回来” ……

十送红军，为何不舍？ 踊跃参军，舍

家为何？

一 担 担 沾 着 泥 巴 的 鞋 可 以 作

答———

出发前，区 、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挑

来群众送来的一担担布鞋 、草鞋 ，战士

们好奇，许多鞋上怎么还沾着泥巴？ 原

因让战士落泪。 听说红军又要出征，老

百姓从脚上把鞋脱下来，交给村里的支

前队。 他们说：“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

穿过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得。 ”

一双沾泥的鞋，丈量出军民的鱼水

之情。 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亲眼

看到，红军把他们从地主、民团、国民党

军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能不拥戴？ 他们

相信，这的确是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队伍！

中复村红军桥头的一道刻痕见

证———

这是一条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

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高度 ， 大约一米

五。 这样，可以确保新兵背起枪，走上战

场。 在长汀，在宁化，参军的儿郎，少有

人生还。 即便是这样，许多身高不足的

少年在鞋里垫上报纸，在鞋底绑上几层

草，甚至晚上偷偷改矮刻痕 ，以达到参

军标准。

这是生命的丈量 ， 面对红军的召

唤，他们选择投身革命，向死而生，因为

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们于水

火，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处长钟兆云

说，苏区的老百姓哪怕不大懂革命大道

理， 也都愿意相信红军所说的美好社

会，而这种相信的来由之一 ，就是看到

家家分田地，不再吃苦挨饿。 所以，他们

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信心。

这信心，迸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

的蓬勃伟力。

信念，令他们前赴后继

长汀松毛岭上， 鲜血浸入沙土，漫

山杜鹃。

85 年前，面对国民党军火炮、飞机

轮番轰炸、 敌人三个整装师疯狂 “围

剿”， 红军和数以万计的长汀地方武装

坚守阵地达七天之久。 在红九军团撤出

战斗后，红二十四师仍继续捍卫这个阻

挡国民党军西进的重要关口，为掩护中

央红军主力集结长征牵制了大量国民

党军。 此役，红军牺牲 4000 余人。

阵地一次次被攻占 ， 红军又一次

次地夺取回来 ； 前面的战士一个个倒

下， 后面的士兵又一个个拿起枪冲上

去……

谁不珍爱生命？ 手握步枪、大刀的

红军，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 ，为什么能

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答案是信念。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 信念战

胜恐惧，才有英勇无畏。 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就是他们前赴后继的朴素志向。

“普通士兵和老百姓或许不懂 ‘主

义’，但他们坚信，就算自己死了 ，只要

革命成果保住了，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

日子。 ”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说，

为别人而活、为后世而死 ，使得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延续下去，这样的奉献也是

“红军精神之魂”。

数据统计显示， 在整个苏区时期，

闽西先后有 10 万工农子弟参加红军和

赤卫队， 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 8.6

万人中有 2.6 万闽西儿女， 到达陕北时

仅存 2000 多人， 长征每一华里就有一

位闽西儿女倒下。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

漫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

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

的希望， 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

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

在理想面前选择献身，用意志和勇

气对抗险阻，这就是红军将士之所以谱

写出壮丽史诗的根本所在。

信仰，令他们坚韧不折

直到 40 年前， 罗广茂在拆建家中

谷仓时， 发现了被油纸布包裹的军号

谱，霎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这本用于

行军打仗的 “密码本 ”， 他视同生命 。

1934 年， 罗广茂作战负伤四处藏匿，颠

沛流离中军号谱不知去向。 解放后，罗

广茂多次在长汀、宁化寻找未果。 心结

化不开，他常常独自坐在院中 ，翻出号

嘴，吹上几段，然后紧紧攥在手里。

上交组织的那一刻，老人兴奋得像

个孩子。对他而言，40 多年漫长等待，每

一天都是煎熬 ， 这天终于实现了当初

“人在，号谱就在”的诺言。

是什么力量支配他能够忍受痛苦，

为之等待，为之倾心？ 翻阅中央红军主

力开启载入人类史册的长征史，我们寻

找答案———

在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

牲的路上，他们愈挫愈勇、英雄辈出；在

途中被打散了、负伤了，但他们找寻队

伍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龙岩籍红军烈士

张仰的孙子张敏说：“这就是信仰的力

量。 ”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人认为，红军长

征是 20 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

事件之一。 他们也在追问，这支队伍衣

衫褴褛、缺枪少弹，信仰从何而来？

这信仰来自党对真理的孜孜追寻。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悲壮的革命

征程中，这种追寻也从未止步。 三湾改

编，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

根本原则；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 、

政治建军 ” 的鲜明底色……一支农民

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了强大的新型人民

军队。

这信仰来自党的宗旨在人民群众

中的扎根实践。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

征是播种机。

一组数据让人慨叹： 在长汀，1.72

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 12 个人，就有

1 人参加红军；在宁化，长征前夕民众广

泛支前，共筹集粮食 950 多万斤 、钱款

54 万元……

“若要红旗飘万代 ，重在教育下一

代。 ”91 岁的钟宜龙在长汀家中的这对

门联，刻画了闽西大地上人们对长征精

神、红色基因的传承。 钟宜龙一家有 40

名烈士。2016 年，钟宜龙自费 20 多万元

将祖屋修缮一新，把半个世纪来搜集的

长征故事张贴到墙上，做成一个草根红

色文化展。 “万里江河总有源。 ”钟宜龙

说，“我只希望把他们的光辉事迹传承

下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

新华社记者 谢 良 刘 斐
陈弘毅 吴剑锋

（据新华社福州 6 月 20 日电）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6月16日，钟宜龙老人（中）在向媒体记者讲述整理烈士名单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共同擘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
（上接第一版）

欢迎宴会开始， 习近平和金正恩在

宴会上分别致辞。

金正恩说，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喜悦

的心情，迎接最尊重的中国贵宾习近平

总书记和彭丽媛女士 。 朝中在共同建

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 早已形成休戚

与共 、 相互支持合作的优良传统 。 通

过过去一年四次会晤 ， 我同总书记同

志确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朝中

友谊的核心 。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访朝 ， 又掀开了朝中友谊新的灿烂一

页。 刚才我同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进一

步发展壮大朝中友谊、 加强双方合作深

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 我坚信，

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的坚强领导下， 中

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将在发展社会主义

进程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 朝方将一

如既往 ， 同中方并肩前行 ， 谱写朝中

友谊合作新篇章。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 ， 回顾 70 年

中朝关系史， 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

造了中朝传统友谊， 为我们留下了共同

宝贵财富。 尽管沧海桑田、 风云变幻，

中朝友谊历久弥坚。 刚才， 我同金正恩

委员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共同擘

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 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 我们一致认为， 中朝双方要坚定

不移传承弘扬传统友谊， 续写时代新篇

章。 我们一致认为， 政治解决半岛问题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要继续高举和

平对话旗帜 ， 为实现地区乃至世界和

平、 稳定、 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当前， 朝鲜党和人民

在金正恩委员长领导下， 实施新战略路

线，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掀

起了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我们坚

信， 在以金正恩委员长为首的朝鲜劳动

党带领下，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 中方愿同朝方一

道 ， 共同开创中朝关系和地区持久和

平、 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 宾主共叙友

谊， 共话合作， 共祝中朝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

宴会前， 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中央

本部接受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体政治局委

员和候补委员致敬。 党中央科技部长、

群众团体部长向习近平总书记夫妇献

花。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 习近平总书

记夫妇和金正恩委员长夫妇同大家合影

留念。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参加欢迎晚宴的朝方党和国家领导

人有崔龙海 、 朴凤柱 、 金才龙 、 李勇

浩 、 李万建 、 朴光浩 、 李洙墉 、 金平

海、 崔辉、 吴寿勇、 安正秀、 朴泰德、

朴泰成、 金英哲、 金秀吉、 太亨彻、 卢

斗哲、 崔富日、 赵勇元、 努光铁、 金德

勋、 李龙男、 金能旿、 金与正等。

新华社平壤 6 月 20 日电 （记者郝
薇薇 李忠发） 6 月 20 日晚， 中共中央

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 在平壤

“五一” 体育场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

看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

当晚， 能容纳 10 万余人的 “五一”

体育场座无虚席。 “热烈欢迎习近平总

书记同志和彭丽媛女士 ”、 “平壤－北

京” 等标语格外醒目。 当地时间晚 9 时

40 分许 ，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

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 来到体育场主

席台。 在场观众全体起立， 以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 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

演出在绚丽的焰火中拉开序幕。朝鲜

文化相致欢迎辞。这台演出是为习近平此

访专门精心创作的， 数万名朝鲜演员参

加表演 。 演出极具朝鲜民族特色 ， 以

“社会主义我们家园”、 “胜利的回声”、

“为了更好的明天 ”、 “牢不可破的友

谊” 四个章节， 歌颂朝鲜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成就， 表达朝鲜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对传承发展中朝友谊的热切愿

望 ， 以及对习近平此次访问的热烈欢

迎。 朝鲜三大乐团， 国立交响乐团、 功

勋合唱团、 三池渊管弦乐团首次同台献

艺。 演出现场背景曼妙变幻， 灯光绚丽

璀璨， 表演精彩纷呈， 欢呼声、 鼓掌声

此起彼伏、 响彻云霄。 整场演出气势恢

宏， 震撼感人。

演出在以 “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为

主题的大型歌舞表演中结束。 习近平和

金正恩同全场观众一起站立， 为艺术家

和演员们的精湛表演送上经久不息的掌

声。 焰火在体育场上空再次绽放， 斑斓

壮美。 演出结束后， 中方向朝方赠送花

篮， 祝贺演出成功。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同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一道步入舞

台， 再次向朝鲜艺术家和群众致谢， 并

合影留念。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

中方陪同人员， 以及崔龙海、 朴凤柱、

金才龙、 李勇浩、 李万建、 朴光浩、 李

洙墉 、 金平海 、 崔辉 、 吴寿勇 、 安正

秀 、 朴泰德 、 朴泰成 、 金英哲 、 金秀

吉 、 太亨彻 、 卢斗哲 、 崔富日 、 郑京

泽 、 赵勇元 、 努光铁 、 金德勋 、 李龙

男、 金光浩、 金能旿、 金与正等也观看

了表演。

新华社平壤 6 月 20 日电 （记者江
亚平 李忠发） 6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总

书记 、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

壤， 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 12 时许， 习近平乘坐的

专机抵达平壤顺安机场。 雨后初晴的平

壤， 天高云淡、 气候怡人， 到处郁郁葱

葱、 繁花似锦， 整个城市洋溢着友好热

烈的气氛。 机场上中朝两国国旗迎风飘

扬， “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同

志” “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牢

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 大幅标语高高

悬挂， 近万名群众排列成整齐的队伍，

有力地挥动着花束， 以欢快的口号和热

情的笑容， 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到来。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

在朝鲜群众浪潮般的欢呼声中 ，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金正恩

和夫人李雪主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习近

平走下舷梯， 同金正恩亲切握手问候。

朝鲜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

习近平主席并同前来迎接的朝方高级官

员一一握手致意。

朝方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

在 21 响礼炮声中， 军乐队奏中朝两国

国歌 ，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了

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并观看了分列

式表演。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也到机场迎

接。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朴凤柱、 李勇

浩、 李万建、 李洙墉、 崔辉、 金英哲、

金秀吉、 李永吉、 努光铁、 李龙男、 金

与正等参加机场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结束后， 在 21 辆礼宾摩

托车的护卫下， 习近平乘车前往锦绣山

迎宾馆。 沿途数十万群众挥舞中朝两国

国旗和五彩缤纷的鲜花， 热情洋溢地高

呼中朝友谊万岁等口号， 夹道欢迎。

习近平抵达黎明大街路口， 换乘敞

篷车， 与金正恩同车前往锦绣山太阳宫

广场 。 街道两旁 ， 人山人海 ， 盛况空

前。 欢迎民众站在高坡上， 从住宅楼的

窗台上， 向中国贵宾欢呼致敬。 到处都

是热情的笑脸 ， 友好的欢呼声不绝于

耳。 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欢迎的人群频频

挥手致意。

明媚的阳光下， 锦绣山太阳宫广场

显得格外雄伟， 金日成、 金正日的巨幅

画像并排高高悬挂， 大型花坛铺展在宽

阔的广场中间， 芬芳吐蕊、 绿意盎然。

欢迎的人群身着节日的盛装， 呈方阵排

列。 习近平抵达时， 数万只彩色气球飞

上天空。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

雪主陪同下， 在这里接受朝鲜党政领导

干部和平壤市民代表致敬， 同他们一一

握手。 这是外国领导人首次在锦绣山太

阳宫广场接受致敬， 充分体现了东道主

的热情和敬意。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崔

龙海、 金才龙、 朴光浩、 金平海、 吴寿

勇 、 朴泰成 、 太亨彻 、 崔富日 、 郑京

泽、 金德勋、 李周五、 董正浩、 金能旿

等参加致敬活动。

随后， 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

绣山迎宾馆下榻。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 日乘专机

离开北京， 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对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出访的有 ： 习近平总书记 、

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

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

立峰等。

6月20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

主陪同下，在平壤“五一”体育场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