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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记者樊曦）告别
2018，中国铁路收获如何？迎来2019，未来又将如
何发展？2日，2019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在京召开工作会议。现在，就让我们听听
中国铁路怎么“说”。

3万公里“小目标”

来 ，先 看 看 中 国 铁 路 今 年 的 发 展“ 小 目
标”——

中铁总总经理陆东福说，2019 年，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强度规模，优质高效完成国
家下达的任务目标，确保投产新线6800公里，其
中高铁3200公里。

截至去年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万
公里以上，这也意味着2019年中国铁路将提前实
现《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到2020年高铁营业里
程达到3万公里的“小目标”。

不仅如此，今年国家铁路计划完成旅客发送
量35.35亿人次、货物发送量33.68亿吨。

2019“雄心壮志”，2018 也是“成果丰硕”。
2018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28亿元，
其中国家铁路完成7603亿元；新开工项目26个，
新增投资规模3382亿元；投产新线4683公里，其
中高铁4100公里。到2018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 13.1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9 万公里以
上。

精准发力“补短板”

尽管我国已经建成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
的高铁网，但是中国铁路还不能“骄傲”，因为铁路
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比
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贫地区铁路网密度
不高、覆盖网不广，东部地区路网也需要进一步完
善补强。

中国铁路“说”了，今年要进一步补足建设“短
板”。

今年，西部有条“大铁路”有望开工建设。陆
东福说，中铁总将按照科学规划、技术支撑、环境
保护、安全可靠总体要求，举全行业之力，加强勘
察设计组织工作，加大环保、土地、地震等专题研
究和前期工作力度，确保川藏铁路全线可研在
2019年二季度完成，并在三季度报批。同步深入
展开重点控制性工程初步设计，力争在2019年三
季度末具备开工建设条件。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还要完成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成渝城市群及海南省等铁路规划工作，启
动“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开展高铁快运、装备发
展、集装箱运输等专项规划研究。

着力创新“保优势”

如今，2.9万公里的中国高铁已经占到世界高
铁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不断创新，是中国高铁
保持“魅力”的关键。

以“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为例。2019年，
全国铁路将持续扩大复兴号开行规模和覆盖范
围。到2019年底，投入运用的复兴号将达到850
组，占动车组保有量的22.8%。与此同时，将进一
步加大时速350公里、250公里、200公里、160公里
复兴号系列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运用力度。

陆东福表示，中国铁路将持续推进复兴号系
列化动车组研制和试验考核，加快智能型复兴号
动车组研发进度，满足北京冬奥会运输需求；建设
智能化设备检测维护体系和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高铁安全风险防控
体系；大力推进引领性关键技术攻关，着力打造新
一代高速动车组平台，研发更安全、更环保、更节
能的新一代复兴号。

深化改革“提品质”

2018年，中国铁路经营效益迈上新台阶。铁
路运输总收入7720亿元，同比增收759亿元，增长
10.9%，创历史新高。

不过，陆东福坦承，铁路经营机制不灵活、
价格机制不灵敏、资产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问题
仍然存在，要抓住加快推动中铁总股份制改造的
历史机遇，推进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转换，推动
国铁企业由运输生产任务型向市场经营效益型转
变。

在国铁干线、区域性铁路和扶贫开发等铁路
项目分类分层建设方面，陆东福表示，将加大经营
性项目吸引直接投资力度，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
投资建设。

在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服务方面，“票”
的改进尤为突出。今后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推广应
用电子客票，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
要探索构建灵活可控的高铁票价调整机制，深化
一日一价、一车一价可行性研究并择机试点。

川藏铁路今年有望开工建设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赵文君）
记者2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
查处一起扑尔敏原料药企业垄断行为案
件，湖南尔康、河南九势两家涉案企业被
罚没款共计1243.14万元。

扑尔敏作为原料药被广泛用于生产
2000多种感冒和过敏类药物制剂，包括鼻
炎片、维 C 银翘片等销量较大的常用药
品。2018年6月，扑尔敏原料药短期之内
价格快速上涨，导致部分药品停产，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7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相
关扑尔敏原料药企业立案调查。调查发
现，河南九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
大的扑尔敏原料药生产企业，湖南尔康医
药经营有限公司自2018年以来获得扑尔
敏原料药唯一进口代理资质，两家企业在

扑尔敏原料药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2018年2月以来，在湖南尔康主导下，两家
涉案企业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实施了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包括以不公平高价
向下游经营者销售扑尔敏原料药；向下游
经营者销售扑尔敏原料药时搭售相关药
用辅料；以“无货”为由拒绝向下游经营者
供应扑尔敏原料药，或提出缴纳高额保证
金、将成药回购统一销售、提高成药价格
并分成，变相拒绝供应扑尔敏原料药。这
些行为导致扑尔敏原料药供应短缺、价格
大幅上涨，部分下游厂商减产停产，损害
了广大患者利益，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

涉案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
有关规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日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责令两家涉案企业停

止违法行为；对湖南尔康没收违法所得
239.47 万元，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 8%的
罚款计 847.94 万元；对河南九势处以上
一年度销售额 4%的罚款计 155.73 万元。
对两家涉案企业罚没共计 1243.14 万元。
在接受反垄断调查后，两家涉案企业已
主动整改，并恢复对扑尔敏原料药的正
常供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滥用行
为调查处处长刘健说，目前，我国原料
药领域垄断行为多发，导致下游药品涨
价或短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原
料药领域反垄断执法，严厉打击垄断涨
价等各类垄断行为，坚持从快、从重处
理，维护原料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
护相关经营者和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天津1月2日电（记者翟永冠
邓中豪）记者2日了解到，自“权健事件”联
合调查组进驻以来，经过调查取证，事件
处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本着依法
依规依事实的原则，相关部门对权健公司
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进行
立案侦查。

据联合调查组介绍，经前期工作发
现，权健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涉嫌传销犯
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公安机关已于
2019年1月1日依法对其涉嫌犯罪行为立
案侦查。同时，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取缔不
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火疗养生场所、开展
集中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行动。

联合调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天津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人民
的健康高度负责，合法的依法保护，违法
的坚决打击，违规的取缔整治，绝对不允
许打着直销的旗号干着传销的勾当。对
于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态度是严厉打
击、严厉查处、绝不手软。

新华社福州1月2日电（记者陈弘毅）
闽西崇山峻岭中的上杭县溪口镇风光秀
丽。青山下，清澈见底的小溪从古色古香
的民居旁流过。历史回溯百年，这里走出
了一位在抗战前线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
的英烈——廖海涛。

廖海涛，1909 年出生，福建省上杭县
溪口乡人。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5月领导当地农民暴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他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区

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代英县委副书
记、县苏维埃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廖
海涛留在闽西苏区，历任中共杭武县委书
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
会委员兼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第 7 支队政
委，领导上杭苏区军民坚持了极为艰苦的
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闽西南游
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廖海涛先后
任第 2 支队 4 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
职，在张鼎丞的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参
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于江
宁、句容、溧阳、溧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创建敌后根据地。

1940 年 2 月，廖海涛任新四军第 2 支
队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5月，他指挥
赤山战斗，歼灭日军中队长以下 130 余
人。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
过长江挺进苏中、苏北建立新四军苏北指
挥部后，廖海涛任江南指挥部政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
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
合编为新四军第6师，廖海涛任6师16旅
政委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

1941年5月，他和旅长罗忠毅率16旅

46团、47团回师茅山地区，经浴血奋战，终
于恢复和巩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0月，
他和旅长罗忠毅率旅部及中共苏皖区委
机关驻江苏省溧阳县塘马村一带。

1941年11月27日深夜，日军集中步、
骑、炮联合兵种共3000余人，对16旅驻地
江苏溧阳塘马村发动突然袭击。廖海涛
组织旅部及中共苏皖区党委机关转移，率
部对敌阻击，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打退日
军多次疯狂进攻。战斗从28日凌晨一直
坚持到中午，毙伤日、伪军300多名。廖海
涛身陷重围，腹部中弹，仍然手捂伤口继
续指挥战斗，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年仅32岁。

廖海涛烈士的故乡上杭县是中央苏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上杭县高度
重视保护红色文化，将红色旅游与历史文
化遗产利用保护、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
展、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实施了
古田会议旧址群维修保护、毛泽东才溪乡
调查旧址维修和纪念馆扩建、将军和名人
故居维修保护等工程，产生了良好的政
治、社会影响。

这 是
雄 安 新 区
市 民 服 务
中心（2018
年 12 月 7
日 无 人 机
拍摄）。

新
华 社 记 者
杨世尧摄

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务院批复同意
《《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18——20352035年年）》）》

垄断扑尔敏原料药两家企业被罚没款1243万元

公安机关对权健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立案侦查

廖海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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