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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7月12日电 苏志彬、

记者邹维荣报道：今天，由国内商业小
卫星产业界的主力单位自发组成的中
国商业小卫星产业创新联盟宣告成立。

小卫星联盟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
务局、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等 10
余家单位联合倡议发起，百余家单位参
与成立。

小卫星联盟旨在研究贯彻党和政
府关于商业航天产业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组织产业交流，为国家相
关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提供商业航天

领域建设性和实践性信息服务平台；组
织和指导成员单位积极开拓商业航天
产业，促进商业航天项目投资合作；积
极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进行商业航天产业项目和产业园区快
速发展；组织各种技术对接活动，提高
高新技术转化效率，推动核心技术及关
键部组件自主可控，加快航天技术工程
化的进程；在政府、成员与市场之间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协助政府部门对商
业航天产业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咨询
服务等。

中国商业小卫星产业创新联盟成立

曲径千枝漾，幽兰白芷柔。晋
江，从落后的滨海县城跻身全国百强
县，这份成绩单中不仅饱含“晋江经
验”的深厚积淀，更凝结着奋斗者的
拼搏汗水。

在晋江加速发展过程中，这样
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用军人敢打
必胜的精神和晋江人爱拼敢赢的气
质，开创出事业的新天地，这就是晋
江老兵。

� 爱 拼

与退伍老兵庄典昭朝夕相处的几
天，记者有种置身军营的错觉。

每天 6时 30分，随着手机设定的
起床号铃声响起，他准时起床快走健
身。早餐后，开始打扫卫生。8 时，
准时到公司查看运营情况。尽管年近
六旬，生意也交给子女打理，但这样
一板一眼的生活，对庄典昭来说早已
习以为常。
“现在我还经常梦到当兵时的样

子！”庄典昭魂牵梦萦的军营，在千里
之外的黄土高原。1977年，在邻里乡
亲的敲锣打鼓声中，庄典昭和同乡伙
伴戴着大红花，一同参军入伍。初到
军营，水土不服、语言沟通不畅、训
练强度大……诸多困难，横亘在他的
面前。
“靠什么迈过这些坎儿？”记者问

道。
“一个字，拼！”庄典昭凭着每天

比别人多练一两个小时的韧劲，很快
成长为专业骨干。

有人说，“爱拼敢赢”是晋江老兵
身上独特的“晋江气质”，庄典昭则把
这种气质归功于部队对他的磨砺，“部
队能够改变一个人，让我学会了敢打
必胜、吃苦耐劳。”

1980 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晋江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
和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
群众集资办企业。1981年，服役期满
的庄典昭一回到老家，就被这种创业
氛围感染，开始尝试做五金、轻工方
面的生意，但苦于没资金、没货源、
没销路。在困境之中，军人的干劲、
晋江人的拼劲在他身上爆发了。得知
东北有优质原材料，庄典昭揣几个红
薯，买张站票，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别人就是看重他的实诚和拼劲，

愿意和他做生意。”晋江籍退伍老兵林
金永对老战友赞许有加。庄典昭却微
微一笑，谦虚地说：“整个晋江都在奔
跑，当过兵的更要冲在前。”

庄典昭只是晋江老兵群体的一个
缩影。如今，这些退伍老兵中，涌现
了许多优秀企业家，有的是上市公司
董事长，有的创立了享誉国内的品牌
产品，他们共同在晋江经济社会发展
版图上写下老兵的辉煌。

� 感 恩

记者采访期间，八闽大地持续高
温，驻军部队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
涨。每年这个时候，也是庄典昭和战
友们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慰问部队
和老战友。

“我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对军队
怀有深厚感情。”习主席多次饱含深情
地吐露心声。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着
力帮助驻闽部队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解除广大官兵的后顾之忧，增进军政
军民团结。

习主席的真挚情感，在晋江退伍
老兵的心中最有体悟。“把慰问部队当
作一项情感寄托的大事，也衷心希望
部队越来越好，战友们越来越好！”退
伍老兵辜雅文告诉记者，他们建立了
微信群，从慰问行程安排，到采购水
果、T恤衫，都有专人负责。

退伍老兵施能狮则把对部队的一
腔真情化作对战友的资助。前两天，他
又给远在上海的老战友寄去了 2 万
元。“部队铸就了我的人格，人格决定格
局，格局决定事业！”4年的军旅生涯，
磨砺了施能狮的意志品格，他重诚信、
重感情、重承诺。“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
人，特别是部队的老兵。”去年底，施能
狮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680万元。
“部队培养了我们，我们回馈部队

责无旁贷。”前段时间，驻晋江空军某
部远赴新疆大漠驻训。晋江退伍老兵
们自发组织为部队出征送行，不仅如
此，他们还主动联系新疆驻地双拥部
门和老兵，为驻训部队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保障。

晋江籍退伍老兵庄艺鹏，曾在某消
防支队服役。退伍后，庄艺鹏白手起
家，创办了泉州速达电梯有限公司，事
业做得有声有色。今年，他被推举为晋
江市电梯行业协会首届会长。

如今，庄艺鹏经常走进驻军部
队，给官兵讲授应急救援知识。“用我
们的特长为部队服务，这也是我想做
和一直要做下去的。”庄艺鹏说。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退伍
老兵对部队的回馈已成为晋江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有越来越多的晋江老兵
投入到感恩回馈部队的行列。

� 为 民

“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不断谱写
军民鱼水情时代新篇”，习主席看望慰
问驻福建部队官兵时的深情嘱托，深
深印刻在晋江老兵的心中。
“军民鱼水情深，在老兵身上的折

射，就是永不改变的为民情怀。”曾在
某高炮部队服役的退伍士兵曾随纯对
此感同身受。

1994年退伍后，曾随纯开始从事
塑料资源再生行业。这些年，他先后
捐资200多万元，帮助泉州、晋江等地
33 名学生完成学业。在曾随纯的住
所，记者看到“泉州市金秋助学爱心
人士”等荣誉牌。“比起生意场上的成
功，我更看重这些荣誉。”曾随纯说。

上世纪90年代起，退伍老兵施能狮
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民生领域。在晋江
市民政局，记者看到了施能狮的“爱心账
单”：在晋江南侨中学设立教育基金会，
投入数百万元新建教学楼；支持村里的
老年人事业，为他们添置活动设施；关心
村里的治安工作，为综治办购车，采买相
关设备……

今年 5月 8日，第 17 届世界中学
生运动会在摩洛哥闭幕。闭幕式上，
福建晋江作为第 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
会的举办城市，接过了世界中学生运
动会会旗，标志着这场青年盛会已正
式进入“晋江时间”。

举办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将是一
次城市建设、经济实力和社会面貌的
全方位展现。这其中有恒安、361 度
等企业的鼎力相助，还有华联包装等
晋江退伍军人创办企业的倾力支持。
“晋江老兵，是晋江发展大家庭中不

可或缺的成员，也是晋江腾飞的重要力
量。”结束采访离开晋江，市人武部政委
刘文成的话深深印在记者的脑海中。

晋 江 老 兵
—晋江退伍老兵群体创业奋斗的精神素描

■本报记者 余金虎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杜怡琼

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
白羊山下的林家大湾村，群山环抱，风
景秀丽。革命烈士林育南的故居就坐
落于此。

林家大湾村党支部书记徐少华介
绍，作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
育南故居每年都有近 10万人慕名前来
参观。林家大湾村也因此被评定为湖
北省旅游名村。

林育南曾孙女林敏在林育南故居
担任讲解员十余年，她说，讲述先辈事
迹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深切缅怀革命
先烈、发扬传承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不
忘初心本色的具体行动体现，只有这样
才能让烈士的鲜血不白流。

林育南，1898 年 12 月出生于湖北
黄冈，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

部，1917 年 10 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
助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
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0 年 9 月考
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1922 年初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2年 5月起，林育南任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
行委员会委员、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
任。他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 1922年 9
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 2月京
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
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
租界等重大斗争。

1923年 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
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
央秘书、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

主编。1925 年 1 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
运动委员会委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5 年 7 月起任
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秘书长。1926
年 9 月起任中共湖北区委宣传部部
长。1927年 1月，他参与主持召开湖北
省总工会一大，任大会秘书长，被选为
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1927 年 4 月
至 5 月，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
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 年 6月
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宣
传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
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
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
记。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
书记。1929年 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
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他继续被选为全国
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
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
林育南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
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1931 年 1 月 17 日，林育南同何孟
雄、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
逮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
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
进行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
立场和崇高品格。1931 年 2月 7日，林
育南与何孟雄等 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
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 33岁。

（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伍欣）

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和杰出组织者—林育南

本报长沙7月12日电 张文科、

记者邹维荣报道：记者从 12日在长沙
召开的航空航天航海装备论坛上获悉，
我国今年下半年将发射“鸿雁”全球卫
星通信星座首颗星。

据了解，“鸿雁”全球卫星通信星座
由数百颗低轨卫星组成，以星间链路实
现卫星空间组网，计划在 2018 年下半
年发射星座首颗星，预计于 2023 年建
设骨干星座系统。
“未来，鸿雁星座将在 5G物联网、

移动广播、导航天基增强、航空航海监
视中，为全球各地的人与物实现移动通
信保障与宽带通信服务。”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院长张洪太说。此外，他们正

在建设 0.5米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
系统，为用户提供高分辨率的图像数据
服务。

据介绍，商业航空航天航海装备论
坛深度聚焦军民融合，研究商业航空、
航天、航海、装备发展战略思想，为先进
装备商业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期间，
将举办商业航天智能制造与应用、航海
装备与军民融合、商业航天元器件产
业、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研讨、航空军民
融合、三航装备计量测试6个分论坛。

为期约两个月的“太空嘉年华”活
动同时举办，涵盖太空互动体验、航天
知识科普等主题，全方位展示航天领域
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我国将发射“鸿雁”全球卫星通信星座首星

林育南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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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王希）国务院国资委 12日发布数据，今
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8877.9 亿元，同比增长 23%，增速比一
季度加快2.1个百分点。

其中，6月份当月，中央企业利润
首次突破 2000 亿 元，达到 2018.8 亿
元，同比增长 26.4%，创下历史单月最
高水平。
“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
12 日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以
来，中央企业运行质量效益提升、实体
经济盈利能力增强、新动能加快成长、
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资委监管的
90多家央企中有 37家企业效益增幅超
过 20%，58家效益增幅超过 10%。从行
业看，石油石化、冶金、火电等行业效益
增速超过30%。

统计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 13.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0.1%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1.4
个百分点。

截至今年 6月底，中央企业累计减
少法人 11261 户，减少比例达 21.58%，
提前一年完成既定目标。中央企业化
解钢铁过剩产能任务已全部完成，上半
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340万吨。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王希）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在 12日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说，截至 6月
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66%，
较年初下降 0.3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
“国企降杠杆最重要的就是减负

债。”彭华岗介绍说，6月末，中央企业
带息负债总额同比增长 4.9%，增速比
年初下降 2.3个百分点，低于权益增速
3.9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59 家中央企业资产负
债率比年初有所下降，其中 29家降幅
超过 1 个百分点；通信、军工、航空运
输、机械、建筑、冶金、矿业等行业资产
负债率较年初下降超过 0.5个百分点；
上半年中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新增落

地项目202亿元。
此外，据彭华岗介绍，上半年中央

企业通过产权和股票市场，引入社会资
本超过 880亿元，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同时，也对央企负债率的降低有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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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
者叶昊鸣）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了
解到，7月 12 日 11 时，国家减灾委、应
急管理部针对四川、甘肃两省近期严重
暴雨洪涝灾害，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派出由救灾、消防、地质灾害
应急、安全生产监管、国家减灾中心等
单位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灾区。

据四川、甘肃两省民政厅报告，受
7月 7日以来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截至 7
月 12日 10时，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
等 13 市（自治州）62 个县（市、区）93.2
万人受灾，3人死亡，10.1万人紧急转移
安置，2.1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600余
间房屋倒塌，近 8800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 36.9千公顷，其中绝收

5.2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4亿元。甘
肃省白银、天水、张掖等 10市（自治州）
44 个县（市、区）108.2 万人受灾，12 人
死亡，4人失踪，2.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1200 余间房屋倒塌，7700 余间不同程
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14.7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
者叶昊鸣）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了
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向福
建、浙江、江西 3省紧急下拨中央财政
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1.8 亿元，主
要用于“玛莉亚”台风和暴雨洪涝灾
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
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群众生
活保障需要，支持灾区政府做好抗灾
救灾各项工作。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对川甘
两省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下拨1.8亿元支援闽浙赣应对台风和洪涝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