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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12
月18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
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
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
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018年的冬天，神州大地涌动着
改革开放热潮。回首奋斗历程，展望光
明前景，亿万中国人民心中激荡着共
同的心声：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回望中，才能看清关键时刻的命
运抉择。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天翻地覆的
伟大变革。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
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间，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增长到80
多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7亿多人摆
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2倍，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近9岁……

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到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从普遍贫困走向全
面小康，从封闭落后走向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
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
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改革已进
入攻坚期、深水区，其复杂程度、敏感
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从破除

体制机制弊端，到打破利益固化藩篱，
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到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前进路上还有不少艰难险阻。“任重而
道远者，不择地而息。”无论是推动事
业发展，还是应对风险挑战，出路在改
革开放，希望在改革开放。唯有坚持改
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才能奋力
推动中国号巨轮不断破浪前行、扬帆
致远。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眺
望下一个40年，我们前进的方向更加

明确，我们奋进的道路更加宽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
强国之路、富民之路。用好“关键一
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没
有迈不过的山、跨不过的坎，就一定能
创造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辉煌。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以
人民为中心，是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
价值导向。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更
加需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
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亿万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更加需要从群众的烦心事、揪

心事改起，疏通发展堵点、纾解民生痛
点，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
需要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汇
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
之力，不断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永远需要那么一股子劲儿，
那么一种精气神。新形势下的改革，啃

“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
多，考验着改革者。推进新时代的改革
开放，就要鼓起“闯”的勇气，继续解放
思想、大胆探索，发扬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推

动改革破局开路；就要树立“创”的自
觉，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勇于变革、永不停滞，争当改革弄潮
儿；就要拿出“拼”的劲头，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决战决胜的信心，推动改革闯
关夺隘；就要铆足“实”的干劲，敢于担
当、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
落实，干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
验的实绩。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40年来，中国人
民走过了千山万水，经历了千难万险，
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历史不
会终结，奋斗未有穷期。新时代，新征
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这场伟
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一定会有让世
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据新华社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明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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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美 善

开出生命通道！
最美逆行

1212月月1010日日，，家住天府家住天府
新区的市民祝先生突发心新区的市民祝先生突发心
肌梗塞导致昏迷肌梗塞导致昏迷，，邻居发邻居发
现后立即将其送往医院现后立即将其送往医院，，
途中向交警求助途中向交警求助。。为争取为争取
救治时间救治时间，，成都交警七分成都交警七分
局一大队辅警赖永杰和谭局一大队辅警赖永杰和谭
小磊驾驶警摩一路拉响警小磊驾驶警摩一路拉响警
报报，，带领着患者车辆在车带领着患者车辆在车
水马龙的道路上水马龙的道路上55次逆行次逆行，，
而两侧的社会车辆纷纷让而两侧的社会车辆纷纷让
行行，，为患者开辟了一条生为患者开辟了一条生
命通道命通道。。原本需要原本需要2020分钟分钟
的路程的路程，，辅警仅仅用了辅警仅仅用了55分分
钟将其安全送达医院钟将其安全送达医院。。

对于此次对于此次““惊险惊险””的护的护
送送，，网友们纷纷点赞网友们纷纷点赞，“，“最最
美的逆美的逆行和让行群众行和让行群众！”！”

病人危急
男子突发心肌梗塞
邻居紧急送医

任女士说，祝先生脸色苍白、满
身冒汗、呼吸急促，“已经是休克前
兆，必须立刻送往医院救治！”

12月10下午2点过，刚从医院
下班回家的任女士发现邻居祝先生
脸色苍白、满身冒汗、呼吸急促，“当
时他已经是休克前兆，必须立刻送
往医院救治。”由于祝先生与任女士
的父亲关系较好，知道他患有心脏
方面疾病，在发现祝先生情况不对
劲后，她便立即驾车将祝先生送往
医院，并同时联系其在外工作的儿
子赶回来。

不过，从大林镇前往四川省石
油医院约30公里，正常情况下至少
要开四五十分钟。“天府大道南段都
比较顺畅，担心到了华阳会比较拥

堵。”为了抢得救治时间，任女士决
定向交警求助。

“我车内有危重病人需要立即送
往四川省石油医院进行抢救，我驾驶
川A3T8✕✕的黑色奥迪车正在天府
大道南段行驶。”14时40分，成都交
警七分局指挥室接到任女士的求助。
在接到求助后，指挥室工作人员告知
驾驶员立即打开应急灯，并将此情况
迅速通报至属地一大队，大队在接到
指令后，第一时间安排警力驾驶警摩
在天府大道南段海昌路路口等候。

随后，她驾车进入天府大道南
段，打开应急灯一路向医院疾驰。

警摩开道
为抢时间5次逆行
5分钟跑完20分钟路程

赖永杰表示，该路线一共五个
红绿灯路口，为了避开排行车辆，他
和谭小磊一左一右带着任女士逆行
通过。

14时50分，正在海昌路路口候
命的辅警赖永杰远远地看见一辆闪
着应急灯的黑色轿车正从天府大道
南段快速驶来，他和同事谭小磊立
即拉响警笛，当轿车到达路口时，来
不及做过多的交流，赖永杰挥手示
意轿车，“跟我们走！”两辆警摩一前
一后，快速带领着任女士继续沿着
天府大道南段朝医院行驶。

在进入正东下街后，道路车流
量大，前方路口车辆正排行等候信
号灯，见此情况，赖永杰驾车压过
双实线驶入对向车道，一边挥手示
意迎面驶来的车辆避让，一边带领
任女士在左侧逆向行驶，而谭小磊
则在右侧行驶，待通过路口后，他
们又回到自己的车道上。赖永杰表
示，他们沿着正东下街-正东中
街-正东上街-正西街行驶至医
院，一共五个红绿灯路口，在通过
路口时，为了避开排行车辆，他和
谭小磊一左一右带着任女士逆行
通过。

让任女士十分感动的是，在逆
行的过程中，道路上行驶的社会车
辆有的避让、有的停车，纷纷为他们
让行，给他们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

“原本需要 20 分钟的路程，辅警仅
仅用了5分钟就将车辆安全护送至
四川省石油医院。”任女士说，辅警
还协助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病人
送到急诊室，等到医生抢救完成，病
人恢复清醒后才离开。

网友点赞
这是最美逆行
让行的社会车辆也值得感谢

“左手指挥车辆，右手驾驶摩托
车，而且路上还有雨水，为生命开
道，确实不容易，为一线民警点赞！”

辅警5次逆行护送的视频在网
络上发出后，网友们纷纷进行点赞，
夸赞辅警是最美逆行者，同时也为
让行的市民点赞。

网友“何以见得”说：“这才是真
正为人民服务，反手就一个赞！”网
友“星空”点赞：最美逆行!还有网友
表示：左手指挥车辆，右手驾驶摩托
车，而且路上还有雨水，为生命开
道，确实不容易，为一线民警点赞！

对于网友们的夸赞，赖永杰表
示，当时情况紧急，道路上车辆较
多，能够安全快速地将患者送达，还
应该感谢让行的社会车辆，是他们
保证了生命通道的顺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交警提供）

据新华社电 第三届“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于12月16日在北京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
向出席会议的各国政界、战略界、
企业界、学术界等各界人士表示
欢迎。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积极推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希望与会嘉宾深入研
讨，凝聚共识，更好增进对中国的
了解，也帮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国家
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外交学会
和21世纪理事会共同发起。今年有
近40位全球著名政治家、战略家和
企业家与会，与会总人数近600人。

习近平向第三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致贺信

市民突发心肌梗塞昏迷 辅警五次逆行紧急送医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改革开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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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

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下） 03

16日，THX2019无人机系统高峰
论坛暨开发者大会在蓉举行。会上，交
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与四川腾盾科技有限公司、TIFO研
究院揭牌成立路空一体无人系统联合
实验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室？TIFO
研究院副院长林应森告诉记者，交科
院要打造路空一体立体交通运输系
统，就需要大量无人机领域的设备、系
统的支持。“正好，腾盾科技的研究院
能够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实现强
强联合，助力‘路空一体’系统的研发
建设。”

“交科院”智库专家郑华向记者介
绍，构建“路空一体立体交通运输系
统”（简称“路空一体系统”），具体来
说，就是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增设“小型
通航器起降场”，构建沿着高速公路常
态化飞行，并具备空域联动、战术投
送、应急救援、游运结合低空物流等综
合效益的新经济走廊。

郑华介绍，“路空一体”的空中立
体交通基础设施建好后，可以带动各
种无人系统装备的进步，比如说飞行
汽车。“有了这些技术进步和标准完善
后，在不久的将来，比如无人驾驶的载
客飞行器等类似装备，或许能够在我
们身边飞起来。”

郑华表示，通过该联合实验室，
腾盾科技作为装备企业来进行研发，
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满足
该项目商业化发展的需求。“该实验
室更多是定位于‘无人系统’，而不单
单是无人机。它需要一个综合的指挥
中心，也就是‘路空一体’的大脑。而
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在实验室进行
的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鑫

路空一体无人系统
联合实验室
在蓉挂牌

天府市民云
“签下”德阳、巴中
川内资源越来越互通

16日，记者从首届中国信息通
信大会的专题会议“新型智慧城市
——市民服务智能化专题报告会”
上获悉，天府市民云公司与德阳、
巴中两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川内将有更多市州通过与
成都互通共融，将有更多市民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教育、交通、旅游等
同城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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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被送达医院

第二次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