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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串联30多个沿海城市
这条高速见证中国对外开放之路

沈大高速：“神州第一路”

作为沈海高速的起始段，1984年，辽宁省沈阳
至大连段（沈大高速）率先开始施工，1990年建成。
沈 大 高 速 全 长 375km，全 线 四 车 道 ，设 计 速 度
120km/h，总投资21.98亿元。

沈大高速是中国内地兴建最早的高速公路，被誉
为“神州第一路”。可以说，它的建成通车，拉开了中国

在中国，没有哪一条高速像它一样串联了如此
多的沿海城市，它就是沈海高速。

沈海高速起于沈阳，终于海口，将我国东南沿海
30多个城市穿珠成链，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
大动脉，还连接了多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国
家级新区、自贸区（港），3000多公里里程，是中国开
放之路的一个缩影。

沈海高速是连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
福建、广东、海南8省（直辖市）的重要省际大通道。起
点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金宝台村，规划终点位于海
南省海口市G98（海南地区环线）龙桥互通。目前，除海
峡段外，均已建成通车，通车里程3581公里。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过程
中，多少革命英雄为追求国家独立与
民族解放，在枪林弹雨中相继倒下，却
又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他们当中，
有这样一类英雄，他们的武器不是刀
枪，他们不在前线打仗。但他们所面临
的危险、所作的贡献丝毫不比火线上
的战士们少。他们为了输送有价值的
情报，往往需要在世人面前隐藏自己
的真实身份，在白色恐怖中保持沉着
和冷静。个中艰辛只有他们自己能够
体会，他们就是红色特工。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女特
工，她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投身
秘密情报工作，19岁不幸被捕，24岁被
国民党秘密杀害，至死未暴露真实身
份，她就是张露萍。张露萍于1921年出
生于成都崇庆县（今崇州市），原名余家
英，又名余慧琳、余硕卿、黎琳。“七七事
变”爆发后，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车耀先等革命先辈
的教育引导和《大声》《延安通讯》等革
命刊物的影响下，张露萍踊跃参加党的
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
投入校内外抗日救亡团体，为宣传抗
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1937年12月，在成都“抗敌后援
会”和车耀先的安排下，张露萍离开成
都，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
1938年10月26日，张露萍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张露萍按照组织安排
去往重庆，在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做
地下工作。当时，中共南方局交给张露
萍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
电讯处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
南方局联系传送情报；三是结合现有
条件，在军统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露萍带
领战友成功获取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
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
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源源
不断的情报被送到南方局军事组。在
极其险恶艰苦的环境下，特支成员也
逐步壮大到7人。一次，张露萍获悉军
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潜入陕
甘宁边区搜集情报。张露萍及时将这
份情报传送给南方局，经中央周密部
署，军统特务刚跨入边区就被抓获。就
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
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
的心脏，构建了党的“红色电台”。

谍报的工作是危险的。1940年4月
初，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
络站被特务发现，并意欲在地下党开
会当晚实施抓捕。为了掩护同志们迅
速转移，张露萍临危不惧，乘着夜色毅
然只身前往天官府街，巧妙传递了一
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让特务的
图谋再次落空。

一个个严重的泄密事件，让军统勃
然大怒，下令严加追查。1940年4月，张
露萍回成都省亲。在此期间，特务在张
蔚林的宿舍搜出军统局各地电台配置
和密码本、张露萍的暗语信及7人小组
的名单。张蔚林不幸暴露被捕。南方局
获悉后，急电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回
重庆。但可惜，军统已提前借张蔚林的
名义实施诱捕。随后，军统“七人小组”
成员全部不幸被捕。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七人被
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
岭。直到牺牲的最后时刻，张露萍等人
都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依旧灿烂地
红满在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
女的朱唇。令我们沉醉，又让我们兴
奋！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他
们满腔的热血。无数滴的血啊，汇成了
一条巨大的河流！这七月里的红河啊，
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
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我
们要去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
途的光明！”这是选自张露萍同志在狱
中写就的诗歌《七月的榴花》。革命战
争年代，还有无数青年同张露萍一样，
在隐蔽战线上奉献青春甚至牺牲自己
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传承他们昂扬的
革命精神，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求真务
实、不负青春，让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
的鲜花灿烂绽放在新时代的中国！

据成都党史

七月的榴花
红色特工张露萍

□ 讲述者：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讲师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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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首个获国家批复规划的南京都市圈

给成都都市圈什么启示？
南京都市圈，近来在成都都市圈“存在感”很强。
5月12日，为学习借鉴南京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南京都市圈建设先进经验，四川省推进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赴南京考察。

6月3日，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兴汇大讲堂”，首期活动邀
请的就是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陈雯，她是新一轮《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专家组
负责人之一，更是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询专家，
20多年来一直参与并主持了全国层面和江苏省
的多个战略规划的编制。

长江首尾的两个都市圈，虽然地域不同，经济
发展基础不同，但都在探索都市圈的有效发展途
径。正在加快建设中的成都都市圈，能从南京都市
圈的规划编制中学习什么？两个都市圈的频频互
动，或许能透露未来成都都市圈的规划方向。

日前，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
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
任务》）中，明确提出支持成都都市圈编制实施发展
规划。这被视为成都都市圈的一次“官宣”。

这一国家层面的“群聊”里，成员仅4个。除2021
年新加入的成都都市圈，还包括连续两年出现在《重
点任务》中的福州、西安都市圈，以及2020年出现在

《重点任务》中的南京都市圈。今年2月，南京都市圈
已率先拿下全国首个由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的都市
圈规划，向都市圈建设的无人区迈出重要一步。

某种程度上，4个都市圈都扮演着无人区拓荒
者的角色。许多人视2019年为我国的“都市圈建设
元年”，当年2月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
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首次在中央政府层面出台专门文件谋划都市
圈发展。《意见》针对当时都市圈建设存在的城市间
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
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
出指导意见，旨在“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可以说，以此为分界线，这之后规划建设的都市圈，
都是2.0版本。

都市圈究竟要“圈”住什么？其中《意见》明确提
出，要以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
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现
代化都市圈。

在陈雯看来，都市圈同城化可以借鉴世界银行
在2009年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中对

“一体化”的理解：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
但她强调，一体化绝非趋同化，只有分工合作才是
一体化的基础。此外，还要注重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一方面高效率、高密度的增长仍需要被约束在资源
环境；另一方面，要让更多区域、城乡的人民享受更
充分的一体化发展和更均衡的美好生活。

同城化的难点在于边界
的突破和融合，南京都市圈
找到毗邻地区作为破题点。

最新公布的《南京都市
圈发展规划》中提到，推动省
际毗邻区域一体化发展，借
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经验，推进顶山-
汉河、浦口-南谯、江宁-博
望等省际毗邻区域一体化发
展，探索建立规划管理、土地
管理、重大项目管理、生态环
境、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机制；
探索建设跨区域合作发展平
台探索跨区域合作发展机
制，推动社会资本以市场化
方式参与建设，联合打造一
批产城融合、生态绿色的重
大功能性合作平台。

“最新的规划选择推动
省际毗邻区域一体化发展和
探索建设跨区域合作发展平
台为重点，这既是地区迫切
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是
最容易看到一体化成效的
点。”陈雯认为。

无独有偶，成都都市圈
也将毗邻地区作为产业融合
发展的重点区域。2021年成
德眉资同城化暨成都都市圈
十件大事提出，要加快推进

“三区三带”建设，打造交界
地带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比如，成都青白江联动德阳，

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协作
带；成都东部新区联动资阳，
打造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协作
带。周围城市贴着成都发展，
在交界地带率先夯实基础。

这样的发展模式本身切
合同城化的治理体系，陈雯
认为。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2
年出台首轮规划以来，南京
都市圈已出台了三轮规划。
随着市场环境和城市能级的
变化，最新的规划中对时代
大势和城市发展实践做结
合，重新锚定了一些目标。例
如，在创新发展中，此轮规划
突出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增强南京的科学研究能
力。原始科技能力和重大科
技载体将是未来都市圈优化
协同创新能力的焦点。再比
如，过去规划中提到的共同
市场建设已基本成型，最新
规划里突出了合力打造营商
环境高地。在公共服务领域，
新规划更体现共享，推动建
立教育集团、学校联盟，完善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信息
沟通和应急联动机制。

在成都都市圈编制实施
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南京经
验值得参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传统上，我国城市治理中，行
政边界在功能上是地方政府公共
权力行使的绝对空间边界，这与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都市圈发展逻
辑本身存在矛盾。事实上，很多都
市圈涉及到跨市域甚至省域，如
若放任城市发展中“城市本位”
的倾向必然遏制同城化发展。

南京都市圈横跨苏皖两省
8座地级市和两个区（市），一省
的省会城市能够对邻省多地产
生深刻影响，这样的情况在全
国并不常见。

“南京都市圈20年的探索证
明，在城市群结构之下中型化的
跨省都市圈发展模式是可行
的。”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胡小武认为，未来这种跨
省域的都市圈会越来越多，而南
京都市圈的实践已经为后来者
提供了良好而又清晰的示范。

以一城带动周边，“圈主”南
京发挥出了巨大的感召力。目前
南京中心城市的常住人口约占
都市圈的20%，经济总量占比超
过30%，作为都市圈经济中心的
地位无可撼动。尽管社会各界对
于应当优先发展都市圈的核心
城市，还是更多做好都市圈“去
中心化”存在争论，南京都市圈
鲜明突出了南京作为中心城市
的功能，给出了一种探索。

事实上，这也是《意见》对
于都市圈概念的明确，“都市圈

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
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
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
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三大城市群里只有长三
角是一体化战略，因为大家都
认同上海这个最大中心的地
位，周边城市贴着上海发展就
会发展得好，”陈雯认为，南京
都市圈的建设认同单中心的发
展，对成都都市圈发展有借鉴
意义，成德眉资同城化也需要
认同成都的作用，“多个兄弟没
人做主，就会很难推进。”

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今年
聚焦“优势互补、相互成就”，以
都市圈理念来推进。对于周边三
市而言，贴着成都发展既是分享
红利，也是对表看齐。目前正在
制定《成都都市圈（成德眉资同
城化）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
设专项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德
阳、眉山、资阳三市要加快看齐
成都营商环境2.0、3.0和4.0的版
本，并提出量化的指标表述。

在近期公布的地方“十四
五”规划建议中，四川表示，要
加快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
展，促进全省发展主干由成都
拓展为成都都市圈；成都也表
示，要推动形成成德眉资同城
化发展新格局，实现由行政区
视角下的“一城独大”演进至都
市圈视野下的一体发展。

都市圈，
要“圈”住什么？

如何画圈？
以一城带动一域

如何突破？
毗邻地区最容易看成效

沈海高速浙江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湾跨海大桥 图据新华社

要以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
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
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
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
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
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2021年成德眉资同城化暨成都都市圈
十件大事提出，要加快推进“三区三带”建
设，打造交界地带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高速公路建设的序幕，开辟了
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新纪元。

大连辽渔码头，一艘艘载
满货物的巨轮正准备驶出海
港。码头所在的辽宁大连湾，距
离沈大高速公路南端不远。“神
州第一路”把这个港湾与陆地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30多年来，
沈大高速早已与辽宁人生活息
息相关，带动了沈阳、大连、鞍
山、营口、辽阳等城市发展，在

助推沿线地区经济增长、文化
交流、旅游度假、带动就业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沈海高速在浙沪交界由
上海金山区进入浙江嘉兴平
湖市，继续南行数十公里，一
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跨海大
桥横亘杭州湾海天之间。这就
是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我国
首批建造的现代化超大型跨
海桥梁，全长36km。曾保持中

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长的
跨海大桥纪录，现为世界第三
长的跨海大桥。

见证福建融入改革开放大潮

车流滚滚的沈海高速，由
北往南贯穿福建沿海6个城
市。从第一条高速建设至今仍
然是福建路网中最繁忙的交
通主动脉。

立夏一过，“南国葡萄之
乡”福建省福安市赛岐镇的果
农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过了
沈海高速湾坞互通，沿着福安
连接线行驶，见到绵延不断的
葡萄大棚，便是进入了赛岐地
界。这条开通于2005年的高速
公路，十几年来成了福安葡萄
销往全国的“黄金通道”。

沈海高速在福州境内由罗
长高速、福泉高速等组成。其
中，福泉高速是福州市第一条
高速公路，实现了福州高速零
的突破，见证了福州融入改革
开放大潮。

连接经济特区的交通大动脉

在中国最早成立经济特区
的4个城市中，深圳和汕头占据

两席。而深汕高速，是连接这两
个经济特区的“交通大动脉”。

1993年，深汕高速公路动
工兴建。1995年12月28日，深汕
高速汕头至海门路段建成通
车，结束了汕头没有高速公路
的历史。连接深汕高速、跨越汕
头内海湾的汕头海湾大桥也同
时建成通车，成为我国第一座
现代大跨度悬索桥。

1996年12月28日，深汕高
速公路全线贯通，正式将汕头、
深圳两个经济特区更为便捷地
连接在一起。这是当时广东省
内开通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
全程高速客运不仅给旅客带来
舒适的旅程，汕头到深圳的行
程也从十几个小时缩短为约4
个小时。

深汕高速建成后，这条连
接深圳、汕头两个经济特区，间
接联通厦门经济特区的高速公
路，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拉
动作用，促进了珠三角与潮汕
两大经济圈的互补，有力促进
了汕头社会经济的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黄海英 部分综合交通运输部、
新华社、福州日报、汕头日报等

——成都党史百年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