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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电信业务收

入增速逐月提升，上半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533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较一季

度提高2.2个百分点。5G业务功不可没，工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5G手机终端连

接数已达3.65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66亿户。

5G手机终端连接数已达3.65亿户

电信业务收入增长动力足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展
柜里，一件来自抗美援朝战场的一级
文物——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使用过
的军号，吸引着观众的目光。这把小小
的军号，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场艰苦
卓绝的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以“钢
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在极不对称、
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范，谱
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锻造出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
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
切强大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对中国和
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
发。美国出兵干涉，并派遣第七舰队侵
入台湾海峡。10月初，不顾中国政府
一再警告，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
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和新生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之上，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
野蛮行径，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
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 年 10 月 19
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
一道，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
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场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
件下进行的战争：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
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投入了其陆
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分兵
力。而以劣势装备进行战斗的志愿军
将士却将“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并
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是什么让
他们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
迹？

“伟大的正义战争，这是理解抗美
援朝精神内核的逻辑起点。”国防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袁野说：“正义战
争是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战争。抗美援
朝恰恰是一场反抗美帝国主义对我施

加一系列压迫行径的伟大的正义战
争。”

“我们要用鲜血、生命保卫新生的
共和国，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心思。”原志
愿军高炮 512团政治处宣传员黄会林
道出了当时志愿军战士们的共同心声。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
体现。反抗外来侵略、保卫新生共和
国、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
争的正义性，激发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凝聚起民族团结的伟力，
成为志愿军将士不畏艰险、不畏强敌、
杀敌立功、夺取胜利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
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
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
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
士为“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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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
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
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英
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
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
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 5次战
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
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
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
了威武雄壮的胜利伟业。“全国各族人
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
’！”

“在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
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军
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
员褚杨说，“他们以壮丽的青春铺垫了
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宝贵的鲜血浇开了
和平之花，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将万古
流芳、与世长存。”

他们胸怀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祖国
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

在 1953年的一次空战中，志愿军
飞行员韩德彩驾驶战机击落美军“王牌

飞行员”费席尔。韩德彩同其他志愿军
飞行员一样，飞行时长只有几十个小
时。就是这样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凭
借敢于“空中拼刺刀”的勇气，击落敌机
330架，击伤 95架，创造了世界空战史
上的奇迹。

韩德彩曾深情回忆那段往事：“保
家卫国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也是战斗中
不畏强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力量
源泉！”

他们信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
顽强、舍生忘死——

2019年 10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举行。在受阅
的空降兵战车方队里，一面布满381个
弹孔、褪了色的战旗格外引人注目。

上甘岭战役中，敌军向不足4平方
公里的高地发射炮弹190多万发，炸弹
5000余枚。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43个
昼夜，打退敌人进攻670多次。在反复
的阵地争夺战中，志愿军第 15军 45师
134团 3营 8连的这面战旗经历了弹头
穿、弹片崩，最终在上甘岭阵地高高飘
扬。

他们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畏
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

战争期间，为摧毁志愿军后方和运
输补给线，美国空军发动“绞杀战”，日
夜不停地对志愿军后方的铁路、公路、
桥梁狂轰滥炸。

成千上万的铁道兵、工程兵、汽车
兵、防空兵，与敌人斗智斗勇，建立起

“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
了前线的物资供应。

他们秉持革命忠诚精神，为完成祖
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
切——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将士埋伏在
近零下 40摄氏度的极寒风雪中，不少
将士冻死在阵地上，却仍然保持随时准
备冲锋的姿态。

志愿军战士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
中因严重冻伤被截去四肢。“冲锋号响
起，看见战友往前冲，我使劲往前爬，都
爬不起来。”每次说到长津湖战役，他最
大的遗憾都是“没有完成任务”，却从不
提自己失去了双腿双手。

他们牢记国际主义精神，为了人类
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

在朝鲜人民心中，志愿军将士是
“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军队”：他们爱护朝
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
针一线。这些“最可爱的人”既保家卫
国，也维护了地区和世界和平。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正是在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下，举国同心，
战场上的志愿军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这场战
争的胜利，让新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站稳
了脚跟。

在新时代继续谱写气壮山河的英
雄赞歌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证明，
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
党这样，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
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群众
不断走向胜利。

志愿军老战士朱彦夫，在长津湖战
役中身负重伤，失去四肢和左眼。战争
结束后，他回到家乡，担任村支书 25
年，带领乡亲们开山劈水、架线通电、发
展教育，开拓出一条脱贫致富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六六医院（原东北军区第六陆军医
院），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派出医疗
队深入战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
院护理部主任宋爽随部队星夜兼程、驰
援武汉，第一批进驻火神山医院。她表
示：“我所在医院里许多医护人员的祖
辈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击疫情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指引。”

从抗美援朝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抗震救灾、防汛抗
洪……在危难和考验面前，共产党员挺
身而出、负重前行，他们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继续谱写气壮山
河的英雄赞歌。

“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伟大建党
精神的延续和传承。”抗美援朝纪念馆
馆长刘静媛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需要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力量。
虽然现在我们不用像革命战争年代那
样用刺刀和大炮去战斗，但新时代仍然
必须发扬顽强拼搏、敢打必胜、不怕牺
牲的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
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不会一
帆风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
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
奋勇前进！ （人民日报）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12.6%；以 2019 年上半年为基
期，两年平均增速为4.4%，投资呈现持
续稳定恢复的态势。

今年上半年，投资结构在不断优
化。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两年平均
增长 14.6%，比一季度加快 4.7个百分
点 ；社 会 领 域 投 资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0.7%，比一季度加快 1.1个百分点；民
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3.8%，比一季度
加快2.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
示，目前支持投资持续恢复的有利因素
在不断增多。

市场活力逐步增强。今年上半年，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利润普遍较快增
长，七成行业盈利超过疫情前水平。资
金保障比较有力。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16.8%，增速超过
投资增速。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6
月份新入库的5000万元及以上的大项
目超1万个，环比增长11.6%。

“下阶段，随着‘十四五’规划确定
的一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重
大工程项目的部署实施和今年新增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稳步推进，投
资将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国家
统计局投资司司长翟善清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近日
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以下
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人民
币国际化指数为 5.02，同比大幅增长
54.2%，创下历史新高。

《报告》分析，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大幅
增长得益于人民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职
能继续巩固、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显著增

长和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进一步显现。
数据显示，2020年，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6.77万亿元，同比增
长12.09%，占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进出
口总额的18.44%；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
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2.91%，较上年提高
了18.40%。目前已有超过75个国家和地
区的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消费复
苏势头持续增强，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升级背后，市场细分也越来越明显，个性化、多样化
消费会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趋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
院长赵萍说。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小镇青年、女性消费者、老年消
费者等多个细分群体经济均已进入万亿元市场，释放出
强劲的消费潜力。

各类消费群体不断涌现

“5、4、3、2、1，上链接！”伴随着主播的口令，山东省
威海市张村镇居民颜实迅速点击链接下单。“我喜欢健
身，刚买了一款筋膜枪，这是我在直播间看到的新产品。
在小镇生活，购物也方便。晚上没事时，我会看看直播带
货，有的价格挺实惠，还有不少新产品的详细介绍。”

近年来，小镇青年展现出较强的消费意愿。《瞭望》新
闻周刊 2020 发布的《小镇青年消费研究报告》分析，相对
一、二线城市，小城市居民刚性生活成本在可支配收入中
占比较低，诸多因素使得他们更愿意消费，更有能力消
费。

不仅小镇青年消费需求旺盛，当前我国各类新消费
群体不断涌现。赵萍说：“从总体上来讲，当前的消费市
场越来越细分。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市场划分主要依据
地理、家庭阶段、性别、收入等多个维度，其中单身群体、
女性消费者和老年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细分消费群体。”

有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像杨洋这样的单身消费群
体，其中 42%愿意为自身消费，高于非单身消费者 27%的
占比，单身群体的消费潜力不容小觑。

每逢节假日，各大电商平台都要针对不同人群推出
专门的营销活动，刺激消费。今年妇女节前后，电商平台
充分挖掘女性消费潜力。某电商平台超过两万个品牌销
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0%，某电商平台时尚居家彩妆套装
销量同比增长 13 倍。儿童节前后，儿童专用拳击手套、
儿童摩托车头盔、运动平衡车、出行安全座椅、野营帐篷
等销量显著走高。

此外，以服务老年人为主的消费市场也开始快速增长。生活观念的转变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让老年人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普遍呈现品质化、多元化、个
性化、便利化等趋势。有关部门预测，“十四五”时期，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这个群体的消费也蕴藏着巨大潜力。

消费升级带动消费细分

“过去买东西，实用就行，现在还得挑挑品质好不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
原县居民卓犇说，“比如买空调，几年前就看制冷快不快，现在考虑的就多了，比
如噪声大不大、方不方便清洁、有没有空气净化功能等。今年打算把家里的空
调换了，让爸妈也用用新产品。”

“随着外出务工或通过互联网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全面、前沿，小镇青年群体
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当前，家电产业正处在转型发展期，智能、健康
成为县乡市场家电消费的新标签。”一家电商平台负责人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认为，消费升级表现为
不论哪个消费群体，对品质的要求都更高了。在升级过程中细分市场越来越重
要，未来谁把消费者画像画得越具体、越贴切，谁的发展就越快。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8.7%，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4.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6.5%，比一季度加快 1.1个百
分点。从与网购密切相关的邮政快递业发展情况看，截至今年 7 月初，我国快
递业务量突破 500亿件，接近 2018年全年业务量。

线上零售快速增长，积累下大量消费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精准
的消费群体划分。比如，年轻人的消费更加多样化，消费取向更加社交化，这些
特征都很明显。”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说。

推动细分市场供需匹配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细分群体越来越多，要满足这些消费者个性化、细分化
的需求，供给侧的生产组织也要随之改变，聚焦细分人群需求的企业会迎来更
多发展机遇。

某零食品牌产品研发事业部负责人说：“现在标准化生产的商品难以满足
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我们一手做加法，一手做减法。针对细分人群需求增加功
能性，为孕妇、产妇、儿童、老人等提供特定产品；同时减糖、减油、减盐，对香精、
色素等添加剂‘做减法’，更注重食品的营养健康。”

也有不少商家捕捉到来自单身群体的商机：“一人食烤肉”“一人食火锅”很
受欢迎；小巧又兼具多种功能的小家电销量在家电市场快速增长；小户型单身
公寓的租赁需求强劲；传统商家也纷纷推出小包装商品，1 斤装大米、500 毫升
食用油等。

专家表示，新消费群体的涌现值得企业关注。但只有真正了解不同群体的
消费需求，调整产品和服务，推动供需匹配，才能更好地挖掘消费潜力。

赵萍建议，制造企业可以改进供应链系统，利用大数据系统开展 C2M（用户
直连制造）反向定制，从产品研发、价格制定、渠道选择和广告推广等多个方面
全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林丽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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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个工业大类行业利润普遍较快增长 七成行业盈利超过疫情前水平

上半年投资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截至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增长54.2%
浙江湖州建设特色度假小镇

助推乡村振兴

图为8月10日，几名游客在南山村特色度假小镇的向日葵花田旁自拍留影

从 2020年底开始，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南山村开启特色度假小镇的旅
游休闲项目建设，依托当地山水环境优势及交通优势，打造特色民宿集群，对
传统村落进行环境整治与可持续性发展运营，帮助村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
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东林镇南山村的余不谷开元度假酒店试营业在即，
已招聘当地村民近80人、农田流转400余亩，并带动竹笋、茶叶等特色农产品
销售。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