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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龚雯 ）21 日 ，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
在上海市松江区揭牌成立。
作为全国首个跨区域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其
将重点开展跨区域知识产
权联合行政执法、重点商标
保护名单交换互认、电子商
务领域知识产权监管协作、
建立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人
才库等工作。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沿线地区包括上海松江 ，
江苏苏州 ， 浙江嘉兴 、杭
州 、 金华 、 湖州和安徽宣
城、芜湖、合肥。 2001 年至
2020 年 ，九地发明专利授
权量、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 、满 10 年有效专利拥有
量分别占同期长三角三省
一 市 总 量 的 33.47% 、
34.80%、29.61%。

据介绍，协作中心成立
工作协调小组 ， 组长和副
组长分别由九地知识产权
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轮值
担任 。 协作中心下设办公
室、执法协作组、纠纷调解
组、 发展促进组 4 个工作
组 ， 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市
松江区。

工作人员采取 “派驻+
聘用+购买服务”的方式配
置，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各地分别派驻一名干部 ，
主要承担联合执法行动 、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等工作
的联络协调 、 资源对接以
及纠纷调解等任务。

同日 ， 九地知识产权
局负责人共同签署了 《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知识产
权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 确定了开展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协作 、 建立知识产权统计分析制
度 、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和运用 、推动知识产权
服务业规范发展和培养壮大专业人才队伍等
合作事项。

王正谱任河北省代省长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21 日电 河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10 月 21 日决定，任命王正谱为河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代理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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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 22002211年安徽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召开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名单

（以下为在会上发布报告的企业名单，按拼音字母排序。 ）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市）
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晨阳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大洋电器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大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市）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市）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华能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华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淮海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环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江淮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金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
安徽金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安徽开乐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安徽凯密克企业管理(AC)咨询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市）
安徽灵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陵市）
安徽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青松工具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泉盛化工有限公司（滁州市）
安徽三朋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
安徽申兰华色材有限公司（宣城市）
安徽省安庆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盐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市）
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宣城市）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
安徽天堂唯高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威尔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微威胶件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伟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安徽新大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英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
安徽誉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徽岳塑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
安徽正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知香斋食品有限公司（合肥市）
安徽中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池州市）
安徽中志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淮南市）
安徽紫照建筑节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安庆市枞江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安庆市）
蚌埠市双环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
蚌埠市行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蚌埠市）
滁州美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滁州市）
国能神皖安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庆市）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海程新材料（芜湖）有限公司（芜湖市）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创佳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丰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昊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和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久享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市）
合肥钦力电子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泰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新金城配件有限公司（合肥市）
合肥兴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合肥市）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淮南文峰航天电缆有限公司（淮南市）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金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市）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铜陵港航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市）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省属企业）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省属企业）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芜湖广济医院（芜湖市）
芜湖宏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芜湖华衍水务有限公司（芜湖市）
芜湖佳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芜湖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市）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芜湖市）
芜湖永裕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
正兴集团合肥车轮有限公司（合肥市）
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芜湖市）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
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属企业）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镜湖路证券营业部（芜湖市）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市）

安徽省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推进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22 日

聆听历史回响 阔步新的长征
———写在红军长征胜利 85周年之际

这是一条筚路蓝缕之路，也是一条通往胜利之路；
这是一条荆棘遍布之路，也是一条开创新局之路。
栉风沐雨，浴血淬火。 长征，是改变中国命运的

伟大远征。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的宝贵财富。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当我们站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 再次

翻开长征这本历史教科书， 会对那一段伟大远征留
下的历史启示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当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再次品读长征这一部壮丽史诗，展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心底会激荡起更为强大的奋
进力量，信心满怀行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长征，一条信仰之路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

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非常艰难。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 红军一次又一次杀开血

路、突出重围。 是什么，让红军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答案，写在那连绵的雪山上。
红四方面军前卫营走过党岭雪山时， 有人看到

雪地里伸出一只胳膊， 手中紧紧攥着一个党证和一
块银元，党证上写着“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 年 2 月
入党”。 牺牲前，这名红军战士想交最后一次党费。

答案，写在那无尽的草地里。
军旅作家王树增说他曾在档案中看到： 过草地

时没吃的，不少战士吃草中毒。于是有部队成立试吃
小组，参加者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 “我想，当
他们误吃一种植物倒下的那一刻， 他们是没有遗憾
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梦想，有信仰的支撑。 ”

答案，写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中。
许多红军战士投身革命之初不识字甚至没有名

字，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什么是革命，但他们从拯救天
下穷苦人的实际行动中，从自身命运的巨大改变中，
逐步明白他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意
义。 于是，他们有了改变命运的勇气，有了凛然赴死
的血性，有了追求信仰的崇高。

是信仰，让他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意志愈发坚定、力量愈发强大，跃过重重艰险，蹚出
胜利之路。

2021年 4月 25日上午，习近平同志来到位于桂
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参
观，他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
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将士的信仰之光、信念
之火、信心之歌，必将生生不息、一直传递。

因为信仰，所以忠诚。
万里长征路， 每一个脚步都坚定地指向同一个

方向。
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

了些什么工作？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回答：“跟着走！ ”
万里长征，红军战士无怨无悔“跟着走”，只因他

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共产党，就能打胜仗！
上下同欲，百折不挠；旗帜所指，所向披靡。
纵观长征路上的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生死关头，

党员干部始终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们立身为旗，
激励着官兵前行。

担任过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回忆， 每仗打
下来，党团员常常占到伤亡数的 25%，甚至 50%。

朱德也回忆道， 每次战斗党员干部总是冲在最
前面，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党员干部，不
仅是指挥中心，更是精神支柱，让这支队伍始终拥有
结实的骨架。

一场场战斗胜利、一次次成功突围，让红军将士
对党的信心更加充足，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紧
紧跟着党的步伐，向着胜利不断前进。

就是在长征路上，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
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
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说：“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
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
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
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

80多年后回首长征路，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长征胜利是党的坚强领导的胜利。 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必须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坚定不移维护
核心、看齐追随。

长征，一条为民之路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必须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不孤单。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1927 年， 湖南浏阳文家市， 红军贴出一条标

语———“打土豪、分田地”。从此以后，“共产党是替穷
人找饭吃的政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等标语，
跟随红军战士的脚步，出现在大山里的各个村落。

战士们把一条条标语刻画在墙上，又以最直接最
淳朴的方式践行着这些承诺。红六军团在湖南新化没
收“官盐”后卖给当地百姓，价钱定得极低。 这样既能
让百姓分到盐，又不给敌人留下对群众报复的借口。

一颗赤诚为民初心，换来的是“十送红军”时的

人民倾心———
那一担担沾着泥巴的鞋可以作证。 红军出发前，

群众挑来布鞋、草鞋送行，战士们好奇，许多鞋上怎
么还沾着泥巴？得知原因后战士们落泪了。听说红军
要走，老百姓从脚上把鞋脱下来送到部队。 “鞋来不
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得。 ”

那一道道村庄桥头的刻痕可以作证。这是红军招
兵的标准线：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高度，大约一米
五。这样可以确保新兵至少能背起枪上战场。然而，许
多身高不足的少年在鞋里垫上纸， 在鞋底绑上几层
草，甚至晚上到桥头偷偷改低刻痕，以达到参军标准。

长征路上， 各地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 补充兵
员。 这一切，不仅为红军长征胜利贡献了力量，更为
红军奔向救亡图存的抗战前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更承载着民族担当。
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万里长征中，也把全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一路上，红军战士们也许不知
道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更不知道战略转移何时才能
结束，但是他们心中明白，走上长征路就是为了建立
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是党的初心，也是人民军队的初心。

当洪水来袭， 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
摧不垮的大堤；当地震突至，将士们不顾危险第一时
间挺进震中；当疫情蔓延，人民军医毫不犹豫告别家
人奔赴“红区”与病魔战斗……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习近平同志指出，走
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
好生活而矢志奋斗。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在长征传递的红色血
脉中，“服务人民”就像一条连天接地、奔腾不息的河
流，流淌过 80 多年峥嵘岁月直至今天，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继续奔涌向前。

长征，一条求是之路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

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万里长征路，有那么几步最为紧要。
仔细翻阅长征史料就会发现： 红军一边走一边

频繁地开会。 周恩来曾回忆说，进入湘桂黔交界处，
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

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盏烟熏火燎的马灯，
是那惊心动魄关键一步的“见证者”。

1934年 12月 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
开会议。 博古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 六军团会
合, 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势力较为薄弱的黔北进

军。 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马灯熄了又亮，毛泽东的
正确意见终于被采纳，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张古铜色的桌子，是
那峰回路转关键一步的“见证者”。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此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革命家围着这张桌子，结
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拨正了革
命的航向。

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 先后召
开了 70 多次重要会议，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
策。 一个个会议，不仅决定了长征的方向、红军的生
死存亡，也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
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历史证明，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胜利。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
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
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 跨越 80 多年时光，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薪火不息。 这既是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密码”，也将推动我们的事业在新时代的长征路
上不断前进。

思想路线引领伟大征程，伟大征程需要伟大斗争。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途中， 红军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 其中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 余座， 渡过近百条江河，
经过 14 个省份， 攻占过 62 座城市， 重要战役战斗
600 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
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

长征路上，面对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武器装备
差距之显著、自然环境条件之恶劣，无后方依托流动
作战之艰难，红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愈挫愈
奋、一往无前，以血肉之躯开辟了胜利之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
平同志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
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必然还要 “爬雪山 ”“过草
地”，必然还有“娄山关”“腊子口”。 我们党依靠斗争
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85载光阴荏苒， 长征的一个个细节在历史长河
中未有褪色而愈发鲜明。那一张张英气勃勃坚毅自信
的鲜活面孔， 那一页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美史
诗，那一项项彪炳日月光耀千秋的辉煌业绩，那一曲
曲可歌可泣豪情万丈的英雄赞歌，将永远被人们所铭
记，已然凝结成为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向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奋勇前行 ！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砺寒

（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