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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六地开展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56 年前，王杰在组织民兵埋排雷训
练时，现场突发意外。生死瞬间，为保护
他人，王杰用生命践行“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誓言。
56 年来，王杰精神激励着英雄部队
不断创造辉煌。

10 余万字日记是践行“两
不怕”
精神的生动写照
王杰，1942 年出生，山东省金乡县
人。1961 年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装甲兵
某部工兵营一连，连续 3 年被评为“五好
战士”，2 次荣立三等功。
1965 年 7 月 14 日，班长王杰在组织
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危急
关头，为保护在场的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
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献出
了 23 岁的年轻生命。
王杰舍己救人牺牲后，他生前所在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5 日电（记者潘
清 龚雯）25日，
上海数据交易所正式开业。
为什么要成立数交所？它承担着怎
样的使命和职能？缘何落户在上海浦
东？记者为你一一
“揭秘”
。
——为什么要成立数交所？
伴随信息化到数据的时代脚步，
数据
流在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商贸物
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据也
将实现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要素、数据资
产、数据资本的转变。如何做好数据流通
交易这篇
“大文章”
，
以数据驱动产业数字
化的存量扩容和数字产业化的增量提速，
已经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
“必答题”
。
数交所的成立，正是针对这道“必答
题”的一份新
“答卷”
。
——数交所承担怎样的使命和职能？
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

班被国防部命名为
“王杰班”
。
当兵 4 年，王杰写下了 350 多篇、10
余万字的日记。
“这些日记真实记录了英
雄成长的心路历程，是他践行‘两不怕＇
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个旅王杰事迹陈列
馆解说员谢梦琪说。
服役期间，
王杰刻苦训练，
仅两年就考
取了工兵五大专业技术
“满堂红”
，
第三年
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
“郭兴福式”
教练员。
1965 年，王杰在日记中写下“我要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仅仅两个月后，
他用生命践行了铮铮誓言。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第
71 集团军视察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
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
放新的时代光芒。

王 杰 精 神 是 众 多 新“ 王
杰”涌现成长的
“催化剂”
英雄从未走远，
他的精神永远传承。

王杰生前所在连每次点名，呼点的
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每逢重大任
务前后，官兵都要整齐列队，向老班长宣
誓、汇报。
正是这种传承弘扬，王杰精神成为
众多新
“王杰”
涌现成长的
“催化剂”
。
2020 年夏天，洪水肆虐，九江、淮南
先后告急，王杰部队 2000 余名将士星夜
驰援，辗转近千公里，在人民群众与洪魔
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
一直以来，王杰部队官兵们勇救落
水群众、扑救山火、扶贫帮困的英雄事迹
不断涌现。

王杰精神是部队战斗力
提升的
“加速器”
50 多年来，王杰精神，历久弥新，激
励广大官兵不断精武强能，提升实战技
能，在强军路上留下一串串闪亮足迹。
4 年前，
“王杰班”由工兵班转型装甲
步兵班，换装某新型两栖步兵战车，这是
新的挑战。

聚焦转型，全班立下“三铁”规矩：训
练时间一秒不能少，规定时间外加练；规
定内容一个不能落，不达优秀不罢休；训
练强度一点不能降，每周 2 次 8 公里武装
越野，每月 2 次 20 公里拉练。
新装备列装不足百天，
“ 王杰班”首
次实弹射击全部命中目标。
王杰精神激励官兵勇攀高峰。
“王杰
班”率先在全旅开展“减员战斗训练”，成
为集团军首个“减员至 7 人不影响战斗，
减员至 5 人可继续战斗，减员至 2 人能坚
持战斗”的装甲步兵班，赢得了走向未来
战场的
“资格证”
。
如今，
“ 王杰班”战士个个能在步战
车所有战位任意互换，成为集团军班组
训练标杆，成果在全旅推广。
时光流逝，精神永恒。50 多年来，王
杰精神在一代代官兵中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他们争当王杰传人，用王杰精神
凝神聚魂、精武强能、练兵备战，不断书
写着王杰精神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
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在北京、上海、重
庆、杭州、广州、深圳 6 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意见》指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赋予有条件的地方
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体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
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
合理限制，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
和退出机制，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

美国将12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
外交部：中方保留反制权利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记者董雪 朱超）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2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屡屡泛化国家
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要求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保留对美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工
业与安全局宣布将 27 个实体和个人列入所谓“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 12 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美方屡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
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肆意破
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美国可谓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
他说，
“中方保留对美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

“揭秘”上海数据交易所：

做好数据要素流通
“必答题”

管难……新成立的数交所承担着破解这
些数据交易关键共性难题的使命和职能。
为此，数交所做出了一系列创新安
排，包括发布数商体系，全新构建涵盖数
据交易主体、数据合规咨询、质量评估、资
产评估、交付等多领域的“数商”新业态；
发布数据交易配套制度，在“不合规不挂
牌，无场景不交易”基本原则下让数据流
通交易有规可循、有章可依；发布全数字
化数据交易系统，保障数据交易全时挂
牌、全域交易、全程可溯；
发布数据产品登
记凭证，
通过产品登记凭证和数据交易凭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186 号 邮编：050081

证发放实现
“一数一码”
，
可登记、可统计、
可普查；发布数据产品说明书实现“数据
可阅读”
，
将抽象数据变为具象产品。
——缘何选择上海浦东？
2021 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
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数据港和数据交易
所，
推进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
通、监督管理等标准制定和系统建设”
。
数交所落户浦东，
是贯彻落实这一重
要文件的生动实践，是推动数据要素流

通、释放数字红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举措，
也是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打造
“国际数字之都”
的应有之义。
数交所成立当天，浦东新区发布一
系列促进数商集聚创新发展的政策，从
数据企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数据
共享与融合应用、数据产业研发创新、知
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予以支持。
在构建
“交易所＋基地＋企业集聚”
数
字产业生态圈模式的同时，
浦东还将建设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
全面推动数据要素
市场繁荣发展、数据流通交易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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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在英国伦敦，佩戴口罩的行人走过威
斯敏斯特桥。英国政府 24 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
示，英国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3676 例，累计确诊
9974843 例。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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