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兴镇大李村村民李其飞说院野这几年
我们村的公路变化真是太大了遥 雨天不再趟
泥浆袁睛天不愁脚踩伤袁机器开到田中央袁不
用肩挑与担扛遥 真是院公路通到家门口袁如今
万事都不愁遥 冶

野宁走十里荒袁不走陈杨大李庄冶袁说的
是多年前复兴镇西南片大李等村交通状况遥
而野晴天一块铜袁雨天一泡脓冶真实反映了这
一带行路难的实际情况遥 晴天的时候袁这一
带土质坚硬得像一块铜袁打赤脚根本无法行
走曰雨天的时候袁经水一泡袁缸土像一汪面糊
浆曰只要你穿着鞋子在雨地里行走袁挪不到
几步袁鞋子上粘满十来斤的烂泥糊袁怎么摔
也摔不掉遥 如果开拖拉机或汽车在烂泥里前
行袁开不了几米袁轮胎上就会沾滿烂泥糊袁保
证叫你熄火曰即便是晴天袁雨后留下的坑坑
洼洼袁却成了导致爆胎的野犬牙冶遥 交通不便袁
给人们生活上带来真是苦不堪言遥

谈到这些年道路变化时袁 陈杨村居民
说袁近年来袁复兴镇党委尧政府十分重视村组
道路建设工作袁 把水泥路铺到村民家门口袁
大李村率先把水泥路铺到组铺到村民家门
口遥 如今的复兴镇袁 环乡公路与村级公路联
网袁 家家户户门口都铺上了水泥路袁 户户相
联袁村村互通袁形成了覆盖全镇镇尧村尧户的公
路网络遥 人们再也不愁行路难尧行车难尧运输
难了遥

野我们复兴镇是全区第一批通上公交
车的乡镇遥 如今就是下着大雨人们穿着布
鞋从外地回家也不用愁了遥 公交车一直开
到自己的家门口遥 冶村民刘万郎高兴地对记
者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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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李峰 通讯员 贺啸冤9 月 16 日下午袁
来自浙江尧 上海和苏南等地的客商齐聚长三角经济圈
龙头城市要要要上海袁共同参加 2017 淮安区渊上海冤招商
恳谈暨项目签约会遥 区委书记徐子佳袁区委常委尧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葛明袁区委常委尧纪委书记宋建国出席签
约会并见证签约仪式遥 恳谈会由副区长黄沛江主持遥

区委书记徐子佳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莅临会议的
嘉宾和企业家朋友表示热烈欢迎袁向长期以来一直关
心尧支持周总理家乡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遥 他指
出袁近年来袁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袁很多来自上海的企
业家在淮安区投资建设了一批项目袁既为周总理家乡
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也分享到周总理家乡快速发展的
红利遥 作为长三角经济圈北部重要中心城市袁同时也
是连接长三角与环渤海两大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袁
淮安区目前叠加机遇的优势正在累积袁加快发展的态
势正在凸现袁服务发展的胜势正在强化袁真诚期盼各
位企业家能够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淮安区袁将更好的
项目投放到淮安区袁与真诚开放尧充满希望的淮安区
携手并进袁共创美好未来遥 淮安区也将一如既往秉承
101%服务理念袁为各位企业家提供最优质尧最高效尧最
快捷的帮办服务袁让大家在淮安区放心投资尧放手创
业尧放开发展遥

此次现场签约的项目有三个显著特点院一是投资
规模较大遥28 个项目计划投资额 60.57 亿元袁单体投资
平均为 2.16 亿元袁其中 5 到 10 亿元的项目 2 个尧10 亿
元以上的项目 2 个遥 二是产业链项目较多遥 28 个签约
项目中袁电梯生产制造尧直流电机磁瓦尧牡丹生物科技
等项目涉及我区机械加工尧农业深加工等上下游配套
企业 8 个以上袁将有效促进我区企业转型升级遥 三是
科技含量较高遥 有三分之一的项目处于技术前沿袁液
晶触摸一体机尧 高分子材料等科技型项目的落户袁将
提升我区工业经济的竞争力遥 这些项目的成功签约和
顺利实施袁将为我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注入新活
力尧增添新后劲遥

与会嘉宾观看了 2017 淮安区城市形象宣传片叶水
孕淮上 福地淮安曳遥 区委常委尧区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葛明作淮安区产业尧要素等情况推介遥 淮安区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尧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尧务实严谨
的工作作风给客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袁大家纷纷踊跃
发言遥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钱雪林表
示袁2007 年在淮投资的施塔德电梯项目以来袁 公司销
售额一路飙升袁野施塔德冶商标被认定为野江苏省著名
商标冶遥 目前母体企业已于 9 月 15 日在上交所成功上
市袁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淮安区委尧区政府的关心袁离不
开各部门及社会各界支持遥 公司决定在淮安区再投资
5 亿元新建电梯生产项目袁与地方共同发展遥 来淮投资
PC 构件厂房项目的中兴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旸表
示袁公司在全国各地投资的项目比较多袁一般一个项
目从洽谈到落地少则几个月袁多则一年多遥 而这次在
淮安区投资的项目从洽谈到签订合同只有短短的十
几天时间袁效率之高尧速度之快令我们意想不到遥 这得
益于区委尧区政府制订的一整套完善的招商引资工作
流程和具有竞争力的奖励政策袁同时离不开招商团队
的辛勤工作遥 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袁我们的项目一定
能顺利运营袁实现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袁与地方实现
互惠共赢遥

活动现场袁由政府办引进的南京风晔新能源有限
公司投资 15 亿元的风电项目尧 区纪委引进的中兴建
设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元的 PC 建筑构件生产工厂项
目尧 复兴镇引进的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5
亿元的电梯生产项目尧住建局引进的上海宏能实业公
司投资 5 亿元的华夏牡丹生物科技项目尧开发区引进
的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投资 4.2 亿元的韵达集团江
苏电商快递总部基地项目尧文广新局引进的苏州广阳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美元的展阳展示道具
项目尧车桥镇引进的昆山格啦师家庭用品有限公司投
资 1.8 亿元的保温壶成套生产项目尧 现代教育装备招
商小组引进的浙江杭州仁雁集团投资 2200 万美元的
劳保用品项目尧开发区引进的江苏润发食品有限公司
投资 2.2 亿的风味食品生产项目尧 发改委引进的江苏
添源磁电有限公司投资 1.2 亿元的直流电机磁瓦生产
项目尧 席桥镇引进的上海齐居商城投资 1.1 亿元的电
子商务及智能家居制造项目尧林集镇和新材料产业园
引进的湖南金汇龙生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1 亿
元的电子加工项目等 28 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遥

签约 28个项目 协议引资 60.57亿元

我区在沪举行招商恳谈暨项目签约会 本报讯渊章士涛冤 9 月 15 日袁我区举行纪念野9窑18冶抗战座谈
会暨中共淮安县委重建遗址和大胡庄战斗遗址揭牌仪式遥 区委
常委尧常务副区长颜复参加活动遥

1927 年秋袁 中共江苏省委开始计划组织淮安北乡农民暴
动袁在钦工镇横沟寺成立了中共淮安县支部尧淮安县委尧淮安县
苏维埃政府和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遥 暴动虽然最后在反动
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袁 但它给苏北人民树立了无产阶级的革
命典范遥

1941 年 4 月 26 日拂晓袁 盘踞涟水县城的 200 多名日军和
500 多名伪军袁突然包围淮安县大胡庄遥 驻大胡庄的新四军第 3
师第 8 旅第 24 团第 2 连迅速展开顽强抗击袁 但因众寡悬殊袁副
营长巩殿坤尧连长晋志云以下 82 人牺牲袁只有 1 名重伤员幸存遥

颜复在揭牌仪式上说袁民族英雄抗日烈士很值得尊敬袁他们
的革命理想信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遥 研究抗日历史很有
必要袁是全区文化教育应有的一部分袁也是政府支持抗日历史和
新四军历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全区上下要不忘历史袁 铭记
先烈的丰功伟绩袁传承革命烈士的奉献精神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
更加美好遥

我区举行淮安县委重建
大 胡 庄 战 斗遗址揭牌仪式

本报讯渊严曼曼冤9 月 15 日下午袁2017 年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
暨优秀科技工作者表彰活动在周恩来红军小学红军娃剧场举行遥
市科协副主席王国芹尧副区长谈效艳出席活动遥

今年全国科普日的活动的主题是野创新驱动发展 科学破除
愚昧冶袁我区将组织开展科普演出尧科普大讲堂尧科普志愿活动尧
科普比赛等多项活动袁促进人们理解科学尧支持科学袁破除愚昧尧
杜绝迷信袁让科技更加贴近公众尧惠及人民遥

谈效艳要求区科协尧各乡镇渊街道冤尧区各单位尧广大科技工作
者和科普志愿者在科普日活动中要丰富科普内容尧创新科普形式袁
合力推动我区科普工作进一步开展遥

会议表彰了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袁 与会人员参观了周恩来红
军小学民防国防馆尧科技园遥

本报讯 9 月 16 日袁全区省级野法治建设示范
区冶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淮安宾馆中华厅召开袁会
议的主要任务研究部署争创全省法治建设示范
县区各项工作任务袁 全力推动法治淮安区建设
整体上水平袁 开创用法治来引领我区科学跨越
发展的新局面遥 区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崔步银参
加会议遥

近年来袁我区以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区创建为
载体袁紧紧围绕野依法行政尧公正司法尧法治宣传
和社会治理法治化冶四项重点内容袁着力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尧着力推进公正文明规范执法尧着力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稳步
提升袁进一步保障和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遥

崔步银要求各乡镇渊街道冤尧各部门以法治江
苏建设指标体系和法治创建考核办法为引领袁
认真研究叶体系曳叶办法曳中的各项要求袁认真查
找当前法治创建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薄弱环节袁找准症结袁建立详细尧精准的问题清
单袁要根据职责分工袁迅速交办问题袁逐一提出
整改对策尧制定整改方案尧落实整改措施袁限期
整改问题遥

崔步银要求区各相关部门切实加强业务指
导和督促检查袁对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袁建立健
全跟踪督查尧情况通报尧警示警告等机制袁确保责
任有落实尧任务能完成尧效果更明显遥 区督查办尧
软建办要抽调人员和区法治办组成联合督查组袁
专业督查由区依法治区八个协调小组负责袁按系
统进行督查袁每旬组织一次袁督查结果要形成通
报下发遥 要将法治创建工作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尧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袁并严格落实奖惩制度遥

淮城街道尧法制办尧民政局和司法局 4 家单
位作了表态发言遥

渊李文君 施义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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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启动 2017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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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新战略取得的辉煌成就袁 区统计局组织相关专业
人员利用统计数据袁开展了野十八大以来淮安区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专题系列分析冶袁从即日起本报陆续推出分
析报告袁以满足社会各界需要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遥 五年来袁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全区上下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袁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袁 围绕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和苏北重要中心城市
核心区目标袁抢抓机遇袁务实创新袁凝心聚力袁克难攻
坚袁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袁社会事业加速发展袁人民福祉
大幅提高遥

综合实力稳步迈进遥 经济总量跨越发展遥 2016 年袁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渊GDP冤448.61 亿元袁是 2012 年
的 1.57 倍袁年均增速 12.0%曰一尧二尧三产业增加值分别
为 64.43 亿元尧172.62 亿元和 211.56 亿元袁分别较 2012
年增长 34.0%尧45.1%和 78.6%曰 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为 45408 元袁较 2012 年增长 55.7%袁年均增长 11.7%曰三
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16.8院41.7院41.5 调整为 14.4院
38.5院47.1遥民营经济稳步增长遥 2016 年末全区工商部门
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 10256 户袁 较 2012 年末增加
3204 户袁年均增长 9.8%曰注册资本 417.43 亿元袁是 2012
年末的 2.18 倍袁年均增长 21.5%遥个体工商户 35567 户袁
较 2012 年末增加 3693 户袁年均增长 2.8%遥 财政收入稳
中有进遥 2016 年受中央财政减税减费政策影响袁全区仍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3.44 亿元袁 比 2012 年增长
42.5%袁年均增长 9.3%遥 财政支出增长明显曰财政总支出
(不含土地出让金)74.98 亿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48.7%袁年
均增长 10.4%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7.94 亿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50.2%袁 年均增长 10.7%遥 社会财富加速聚集遥
2016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 403.43 亿元袁较
2012 年末增加 207.98 亿元袁年均增长 19.9%曰其中居民

储蓄存款为 252.21 亿元袁较 2012 年末增
加 109.64 亿元袁年均增长 15.3%曰全区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为 275.65 亿元袁 较 2012
年末增加 149.49 亿元袁年均增长 21.6%遥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遥 2012 年至 2015
年袁粮食生产年年丰收袁产量逐年增长遥
2016 年受自然灾害和行政区划种植面积
减小等因素影响袁粮食生产略有减产袁但
总产量仍达 90.60 万吨遥 2016 年袁全区实
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09.67 亿元 袁较
2012 年增长 36.7%袁年均增长 7.7%遥农业
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遥2016 年袁区财政用
于农林水支出 8.89 亿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108.2%袁年均增长 20.1%曰全区年末农业
机械总动力 100.63 万千瓦袁比 2012 年增
长 38.3%袁年均增长 8.5%遥 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日益完善袁 全区有效灌溉面积达
112.80 万亩袁 节水灌溉面积 68.51 万亩袁
机耕面积达到 181 万亩袁 机播面积 160
万亩袁机收面积 183 万亩遥

工业生产提质增效遥 2016 年袁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882.07 亿元袁是
2012 年的 2.32 倍袁年均增长 23.4%曰规模以
上工业列统企业 377 家袁 是 2012 年末的
1.43 倍袁 年均增长 9.4%曰 全区工业用电量
12.09 亿千瓦时袁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56.0%袁
是 2012 年用电量的 1.59 倍袁年均增长 12.3%曰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0.08 亿元袁是 2012 年的 1.90 倍袁年
均增长 17.4%曰实现开票销售收入 270.2 亿元袁是 2012 年
的 1.71 倍袁年均增长 14.3%遥

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遥 2016 年全区实现服务业增
加值 211.56 亿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78.6%袁服务业已经
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遥 淮安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业
初具规模袁全国快递十强企业已落户八家曰周恩来故里
旅游风景区成为苏北首批国家级 5A 风景区袁成为长三
角精品旅游线路遥 2016 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超 600 万

人次袁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70 亿元袁分别是 2012 年的
1.61 倍尧2.19 倍袁年均分别增长 12.6%尧21.6%遥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强遥 2012 年至 2016 年袁全区
共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1211.22 亿元袁年均增长
24.5%袁其中 2016 年完成投资 354.0 亿元袁是 2012 年的
2.4 倍遥一大批农业尧交通尧通讯尧能源尧水利尧生态尧市政
建设项目相继实施并建成袁通讯网尧电力网覆盖城乡袁
立体交通网初具雏形袁交通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袁城乡
面貌日新月异遥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0.7%袁比 2012 年提
高 2.6 个百分点曰城镇化率提升至 51.6%袁比 2012 年提
高 7.1 个百分点遥 渊下转第四版冤

综合实力增强 发展成就辉煌
要要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淮安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分析之综合篇

根据省开发局尧财政厅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曳要求袁我们
及时将相关信息公示袁 淮安市圣玉米业有限公司等 14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止日前申报该项目袁按照程序区
开发局尧 财政局于 9 月 13-14 日对以上 14 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入库资格进行初审袁经过现场考察尧讨论研究袁
江苏鼎丰米业有限公司尧淮安区朱桥镇杨氏家庭农场为
淮安市淮安区 2018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财
政补助项目入库单位袁淮安市瑞鹏粮油有限公司尧淮安
市圣玉米业有限公司尧江苏金都食品有限公司尧江苏奥
斯忒食品有限公司为淮安市淮安区 2018 年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贷款贴息项目入库单位袁特此公示遥

公示期院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017 年 9 月 22 日遥
对上述结果有异议的袁应当在公示期间向公示单位

提出遥

淮安市淮安区农业资源开发局
淮安市淮安区财政局
2017年 9月 18日

关于淮安市淮安区 2018 年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入库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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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客车运输总公司渊淮安东站原楚州车
站冤现对外招聘镇村公交驾驶员渊A2 照冤若
干名袁电话院韩女士 13016592219曰另车站有
一间面积约 160 平方米的门面房对外出租袁
电话院蒋先生 18952360189遥

好消息

渊上接第一版冤
消费市场繁荣活跃遥 2016 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72.23 亿元袁 比 2012 年增长 76.1%袁年
均增长 15.2%遥到 2016 年底袁全区限额以上贸易业企
业 154 家袁其中批发零售企业 129 家尧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 25 家曰 分别是 2012 年的 5.50 倍尧5.86 倍尧4.17
倍袁年均分别增长 53.1%尧55.6%尧42.9%遥 另外还有达
到规模的大个体单位 60 家袁 是 2012 年的 3.0 倍袁年
均增长 31.6%遥 随着居民住房改善性需求的增加袁全
市商品房销售形势良好遥2016 年袁全区商品房销售面
积 120.19 万平方米袁比 2012 年增长 74.2%袁年均增
长 14.9%遥 进出口贸易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遥
2012 年至 2014 年袁 全区进出口总额从 2.59 亿美元
增长至 2.91 亿美元袁 随后受国际环境影响进出口贸
易减弱袁2016 年全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2.43 亿美元遥
实际使用外资受进出口贸易影响有所下降遥 2016 年
全 区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1.45 亿 元 袁 较 2012 年 下 降
37.3%遥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遥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遥
2016 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144 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43.7%袁年均增长 9.5%曰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526 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48.6%袁年均增长
10.4%曰 全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56661 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42.2%袁年均增长 9.2%遥 居
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遥2016 年袁全区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15769 元袁 比 2012 年增长 44.7%袁 年均增长
9.7%曰全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505 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43.9%袁年均增长 9.5%遥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步伐加快袁吃穿等生存资料消费比重逐步降低袁文
化娱乐教育等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明显提升袁
恩格尔系数降低至 31%以下袁 逐步接近联合国划分
的 20%至 30%的富足标准遥

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遥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遥 2016 年全区单位 GDP 能耗
0.569 吨标煤/万元袁比 2012 年下降 14.9%遥 主要污染
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袁PM2.5 浓度降幅和空气优良
天数在全市城市辖区中排名前列遥 科技事业发展迅
速袁科技投入逐年增长袁科技对经济社会支撑作用进
一步显现遥2016 年袁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科学
技术支出达 6108 万元袁是 2012 年的 2.50 倍袁年均增
长 25.8%曰 专利申请受理量 2004 件袁 是 2012 年的
1.75 倍袁年均增长 15.0%遥 科技发展带动了劳动生产
率稳步提高遥 2016 年袁全员劳动生产率渊以 2015 年不
变价格计算冤 达到 77443 元/人袁 比 2012 年提高
80.2%袁年均提高 15.9%遥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遥 教育普及度不断提升袁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巩固率年年达 100%遥 2016 年袁全区共
有各级各类学校 172 所袁比 2012 年增长 48.3%曰在校
生 15.17 万人袁比 2012 年减少 10.8%曰教职工 0.93 万
人袁比 2012 年减少 20.0%遥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遥 2016
年袁全区共有区级医院 4 家尧乡镇卫生院 25 家曰共有
床位 4422 张袁比 2012 年增长 50.5%曰卫生技术人员
3951 人袁 比 2012 年增长 29.1%遥 社会保障进一步加
强遥2016 年袁城镇劳动保障三大保险各自覆盖面均超
95%以上袁 其中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95.5%尧城
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95.7%尧 失业保险覆盖率
96.2%袁分别比 2012 年提高 1.5尧2.1尧1.8 个百分点遥基
础养老金每人每月提高到 115 元袁 新农合补助提高
到 425 元遥 城乡低保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520 元尧
400 元袁分别比 2012 年提高 36.8%尧53.8%袁年均增长
8.1%尧11.4%遥

回顾过往袁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催人奋进曰展望
未来袁明日的征程任重道远遥 当前全区正处在全面建
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袁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在区委尧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以时不我待尧勇于担当尧知难
而进的精神袁紧盯目标袁主动作为袁砥砺奋进袁共同建
设野强富美高冶新淮安遥 渊区统计局: 曹阳 祁龙冤

综合实力增强
发展成就辉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噎噎那里有我的同胞袁还
有那衰老的爹娘噎噎

九一八袁九一八袁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袁脱离了我的
家乡袁抛弃那无尽的宝藏袁流浪浴 流浪浴

再听叶松花江上曳袁仍能深切感受到 3000 万东北同
胞的悲愤之情浴 86 年前袁日本悍然发动野九一八事变冶袁
点燃了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战火浴

从此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袁人民颠沛流离噎噎
1931 年 9 月 19 日晨袁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

军队进攻遥
国破家亡的历史记载着屈辱袁 气壮山河的抗争见

证着伟大浴 今天是 9 月 18 日袁我们要牢记血与火的历
史启示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浴

二战在东方战场的序幕被拉开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袁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袁铁道
野守备队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
轨袁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遥 日军以此为借口袁炮轰沈
阳北大营袁是为野九一八事变冶遥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袁 日军焚烧北大营的情景遥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袁日军焚烧北大营的情景遥

次日袁 日军侵占沈阳袁 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遥
1932 年 2 月袁东北全境沦陷遥 此后袁日本在中国东北建
立了野伪满洲国冶傀儡政权袁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 14
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遥

1932 年 3 月 9 日袁野伪满洲国冶在长春成立遥1932 年
3 月 9 日袁野伪满洲国冶在长春成立遥

妄图长久侵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袁 一直尝试对中
华民族实施奴化教育遥

东北广大同胞袁经受日军奴役长达 14 年之久遥 14
年时间袁一个刚够读书年龄的孩童已经长大成人遥 很多
孩子直到抗战胜利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袁而非所谓野满
洲国冶人遥

为了真正占领中国袁日本向中国派来的袁不光有军
队袁还有大量的移民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日本在侵占中国
东北期间袁共派遣野开拓团冶860 多个尧33 万多人遥

野开拓团冶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
的土地袁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袁从而使 500 万中国
农民失去土地遥

老百姓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 12000 多个野集
团部落冶中忍饥受寒袁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遥

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野九一八事变冶发生后袁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
言袁号召全民族武装抗日遥

86 年前的 9 月 19 日袁 在沈阳皇寺路福安里 3 号袁
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袁这里发出了野九一八事
变野后袁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要要要叶中共满洲省委为日
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曳遥

在 叶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
宣言曳以及之后一系列宣言的带动下袁东北民众的抗日
热情被点燃了遥

野九一八事变野爆发后袁中共满洲省委武装工农群
众袁联合一切爱国力量袁抵抗日本侵略者遥

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袁
后来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袁 继而发展成为东北抗
日联军袁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杨靖宇院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

1939 年杨靖宇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 野讨伐冶作
战袁 他率部队转战于濛江一带袁 最后只身与敌周旋 5
昼夜遥

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袁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袁
直至弹尽袁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
烈牺牲遥 当残忍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袁发现他的胃里尽
是枯草尧树皮和棉絮袁竟无一粒粮食遥

英雄赵一曼院铁骨柔情民族魂

1935 年秋袁 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第 2 团
政治委员遥 11 月间袁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袁身负重伤遥
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袁被日军发现袁
战斗中再度负伤袁昏迷被俘遥 日军对她施以酷刑袁逼其
招供遥 她宁死不屈袁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遥

为了得到口供袁 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遥
在医院里袁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袁教育争取
看护和看守人员遥 1936 年 6 月 28 日袁在看护和看守
帮助下逃出医院遥6 月 30 日晨袁被追敌再度捉捕袁受
到更加残酷的刑讯遥 1936 年 8 月 2 日袁在珠河被敌
杀害遥

赵尚志

赵尚志袁1936 年 1 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袁同年
8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军长遥1942 年 2 月 12 日袁赵
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袁他宁死不屈袁
视死如归袁痛斥敌人遥

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赵尚志的头颅袁 运到长春
庆功袁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遥 赵尚志壮烈
牺牲时袁年仅 34 岁遥

八女投江

1938 年 10 月上旬袁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抵达牡丹江
下游支流乌斯浑河西岸袁日伪军千余人乘夜来袭遥

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袁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 8
名女战士袁毅然放弃渡河遥 在冷云率领下袁分成 3 个战
斗小组袁一齐向日伪军开火遥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援绝的
情况下袁 她们毁掉枪支袁 挽臂涉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
河袁高唱着叶国际歌曳袁集体沉江袁壮烈殉国遥

沈阳审判

1945 年 8 月 8 日袁苏联对日宣战袁东北抗日联军教
导旅尧先期潜伏的小分队和苏军一起发起进攻遥 日军东
宁要塞守军宣布投降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大
规模进攻战斗落下帷幕遥

1956 年 4 月袁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袁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袁于当年六七月间袁
分别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两地开庭袁 对 45
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遥

1956 年 7 月 1 日袁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
沈阳开庭遥 1956 年 7 月 1 日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
庭在沈阳开庭遥

其中袁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尧伪满洲国国务院
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 36 名战犯均在沈阳审判遥

在沈阳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袁 是国际社会审判
日本战犯的延续袁 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 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
总结遥

如今袁野九一八事变冶已经过去 86 年了袁
和一个长寿老人的寿命相当遥
但是一代代的人老去袁
一代代的人成长袁
我们从来不敢忘记 86 年前的今天遥
勿忘国耻袁珍爱和平浴

渊新华网冤

“ 九 一 八 ”事 变 86 周 年
这些历史真相中国人应牢记

淮安区报社迁址公告
因工作需要袁淮安区报社现搬迁到

淮安区新城商务中心 12 楼 渊翔宇南道
1099 号,文锦城小区东侧冤袁特此公告遥

淮安区报社
2017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