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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存浩气 红棉花开耀忠良

舞剧《风雨红棉》于佛山上演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

弘扬铁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重温铁军

精神的时代内涵，营造全社会人人学习

铁军精神、保密忠诚的浓厚氛围，作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保

密忠诚教育活动重点演出之一的大型

舞剧《风雨红棉》，于 10 月 9 日晚在佛山

琼花大剧院上演。

当晚，广东省委办公厅，省、市、区

保密系统，宣传文化系统，以及佛山市、

区相关部门，禅城区各镇街，祖庙街道

各部门、各村居，祖庙街道党建结对共

建企业单位的党员和群众代表，共 1300

多人观看了演出。

“碧血染烈骨，铁窗炼忠魂；红棉并

蒂慰，共产铸同心。 ”《风雨红棉》讲述的

故事发生在 1927 年广州起义前后，主人

公是中共早期革命者陈铁军、 周文雍。

出身于佛山富裕家庭的陈铁军受大革

命的影响， 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投

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她与周文雍在革命

活动中相识相知，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革命转入低潮后， 两人假扮为夫妻，

在广州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机关，筹备

和参加了建立红色政权的广州起义。 起

义失败后，两人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

威逼利诱，坚守入党誓言、严守党的秘

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在就义前的最

后时刻，两人在刑场上宣布举行震撼人

心的婚礼，展现了经历血与火考验的爱

情，谱写了一首中国大革命时代的红色

恋曲，让后人久久地传颂……该剧以现

代视角塑造革命者形象，以铺天盖地的

红色浪漫，极其新颖的舞台艺术震撼观

众的心灵和视觉。 舞剧从人性的角度表

现革命与浪漫，将“婚礼”与“刑场”相联

系，并延伸出“禁锢婚礼”、“精神婚礼”、

“刑场婚礼”3 个场景， 凸显出共产党人

特有的气概。

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志诚表示，

陈铁军烈士是佛山人的骄傲，该舞剧以

出色的表演将其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表现出来，对弘扬铁军精神，以及做好佛

山的红色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铁军精神在新时代下，能

演变为推动我们禅城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 我们需要传承好这种精

神。 ”刘志诚说。

据介绍， 一直以

来， 禅城区和祖庙街

道依托丰富的历史人

文资源和红色文化素

养， 坚持以陈铁军纪

念馆、铁军故居、铁军

小学、 铁军公园为红

色教育阵地， 以铁军

形象为闪光点， 以老

红军战士为榜样，大

力弘扬革命传统，注

重把“铁军精神”作为

争创时代先锋的直接

动力。

记者从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

（下

称 “南海办 ”）

了解到，近日南海办签出

第 1000 份新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

地证书

（俗称“

Form E

”）

。 该份证书由佛

山市存盛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一批输往

印度尼西亚的马口铁申请， 货值约为

7.2 万美元。 凭此证书，该批货物预计将

享受约 5400 美元的关税减免优惠。

8 月 20 日，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

级版”正式实施。 当天，南海办为广东省

拉迪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口到印度尼西

亚货值约 12.74 万美元的摇椅签发了新

版“Form E”，这是南海辖区签发的首份

新版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凭此证书，预计该企业将享受到约 2.54

万美元的关税减免优惠。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

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

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曾于 2015

年 11 月进行第一次修订， 如今时隔 4

年再度“升级”，成为我国首个完成第二

轮升级谈判的自贸协定。目前，中国-东

盟自贸区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已经很

高，双方出口的近 95%的产品实现了零

关税。

记者获悉，此次升级版证书在签发

程序、证书填制、原产地标准等方面均

较之前有较大变化，更加科学灵活。 其

中，运输途中经香港或第三方中转的货

物，不再需要出具中转证明文件或联运

提单，仅提交满足直接运输规则的全程

运输单证即可。 这一简化既能有效提升

通关效率，又能为企业省去一大笔办理

中转证明的人力和资料费用，大大节约

了企业成本。

同时，协定升级后还解除了货物项

的数量限制，取消 20 项的上限限制，解

决了原来因项数限制导致的证书货物

列项信息与合同发票不一致，甚至引起

目的国海关退证核查、取消关税优惠等

不良后果的难题。 而原产地标准的选项

则由 3 个增加到 5 个， 划分更明晰，更

有助于申请企业精确地对产品原产地

情况进行分类和描述。 企业对货物原产

情况描述准确率将会大大提高。

据南海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升级

版”协定生效后，生产商和出口商均可

申请“Form E”证书办理，且对中转证

明、证书填制和原产地规则等信息进行

了优化，能有效减少目的国海关对原产

地证书内容的质疑和退证核查，出口货

物的关税优惠得到保证，充分将自贸协

定的优势转化为企业扩大出口的优势。

据悉， 自 8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

南海办累计签发了 1339 份“升级版”中

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同比增

长 13.1%； 出口货值近 6032 万美元，同

比增长 22%；预计可为企业减免关税逾

600 万美元。 截至 9 月 30 日，南海办今

年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2.42 万份，涉

及金额约 8.98 亿美元，为企业出口产品

减免关税约 5467 万美元。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何志美

记者从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 近日该局与中国法律服务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

公司达成协议共识， 佛山成为全国首

个公司类简化版香港公证文书采取由

中国法律服务 (

香港

) 有限公司以跨域

邮寄方式送达， 并将简化版香港公证

文书全面应用于开办企业的城市。

据悉， 此举是落实“佛港通办”

的项目之一， 目的是全力推进 《粤港

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 实施， 加快

香港居民或企业在佛山市开办公司及

办理商事主体登记流程， 确保佛山市

港资企业设立登记 0.5 天内完成， 开办

企业全流程不超过 1.5 天， 助力佛山打

造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

简化版香港公证文书以便民高效

为原则， 对香港公司在佛山投资的公

证文书实施简化。 简化版公证文书强

调的是采集公司基本情况的最终信息，

不再关注企业名称、 编号、 地址、 股

东和董事等的变更过程， 也不再关注

投资者年报信息， 相当于是原来公证

文书的结论版本， 最大程度地压减证

明文件和节省企业办理公证费用。 同

时，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商务、

税务、 海关、 人行等用证部门达成统

一做法， 确保简化版公证文书在佛山

市各相关领域通行有效。

接下来， 佛山市市场监管局将持

续为全市约 4000 户港资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的商事登记服务， 协同有关部门

做好香港公证文书简化版的落实和推

广工作， 加快推进两地公证文件电子

化， 实现香港公证文书电子数据与佛

山市 24 小时智能商事登记系统的无纸

化对接和应用， 真正实现“零跑动”

的目标。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南海企业迎来东盟市场新机遇

佛山成全国首个公司类简化版

香港公证文书跨域邮寄送达城市

《风雨红棉》剧照。 何宇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