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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海南中海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687282189J）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
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光任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460100NA001142X）拟向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我合作社
办理相关事宜。

尸体认领启示
罗定胜，男，65。流浪人员病倒街
头被公安部门送至西培总场医院
入院救治，2019年5月21日时，因
病情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有知情者从本启示发布之日起30
天内与儋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
无人认领，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
关规定妥善处理后事。联系电
话: 0898- 23381975 儋州市
救助管理站 2019年5月22日

注销公告
海南荣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100000306544）拟向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招 聘

供 求 遗失声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丢失履约保函一份，保函编号：
LG3500191244AR，保函金额：
58480.00元，保函申请人：北京广
视通达数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保
函受益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南方希望软件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60000000122092）、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证 号 ：
460100713807250）、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71380725-0），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广告

▲海南华聚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
司（杨开斌）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书,注册专业：建筑工程,证书编
号：00191816 ,有效期：2012年6
月25日, 特此声明。
▲文昌文城加兴杂货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为：JY14690050024884，有效
期:2022年1月2日,特此声明。
▲海南康维诺信医疗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2- 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52TJ5C，声明作
废。
▲冯晓平不慎丢失三亚中升宏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具给冯
晓平的收据一份（黄联），编号：
0008923，声明作废。
▲儋州明成水泥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及发
票联，发票代码：4600182130,发
票号码：00104743,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旭东教育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4MA5T3W0U1H，声明
作废。
▲顾振华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完税证明，证号：（141）琼
地证00066556，特此声明。
▲四川天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一 本 ，税 号 ：琼 国 税 登 字
460100578736014号，声明作废。
▲海南京海中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60100708860962，声明作废。
▲袁俊永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龙昆
南路省高院南侧第7层701房的
房 产 证 ，权 证 号（证 明 号）：
HK083147，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新金山休闲中心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108600030020，声明作废。
▲海南阿拉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纳税人识别
号：460100671087872，声明作废。
▲周晓涛不慎遗失居住证，证号：
445281198904084414，特 此 声
明。
▲杨大保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碧海云天G1栋1103号
房的2张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
收款证明收据原件（编号：DF:
0000356，金额为 238573 元；编
号：DF:0000463，金额为238573
元；），现声明作废。
▲黎秋君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
FRR9949W，特此声明。

声明
兹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4号万国

大都会负一楼海南桂南家润发贸

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5结束

营业。如有其它一切利用原公司

名称进得销售或者其它违法行为

均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海南桂南家润发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注销公告
琼中中平宏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拟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市

场管理监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公告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司办理相关事宜。

变更营业场所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批准, 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儋州中心

支公司营业场所已变更为儋州市

兰洋北路与迎宾大道交汇处广场

花园二期五、六楼；机构编码：

000020469000；邮编：571700；联

系电话0898-23888355；负责人：

肖光浩；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

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

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

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

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团体

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

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变更营业场所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批准, 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澄迈支公

司营业场所已变更为澄迈县金江

镇环城西路金龙新村临街民宅一、

二楼；机构编码：000020469023；

邮编：571900；联系电话 0898-

67605818；负责人：曾非非；业务

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

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

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

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

团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

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

短期健康保险，以及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

业务。

遗失声明
海南南方希望软件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DC城营业部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01002003999）、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6010070889218X）、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0889218-X），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南方希望软件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南宝营业部不慎遗失公章、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02082412）、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60100735827666）、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3582266-6），现声明作废。

发票遗失声明
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报税
联 、登 记 联)，发 票 代 码 ：
143001720660，发 票 号 码 ：
02164627，发动机号H12117395，
车架号：LVAV2JVB5JE356035，
合格证号：WAG142400771900，
价税合计76800，声明作废。

发票遗失声明
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报税联、登记联)，发票代码：
143001720660，发 票 号 码 ：
02164628，发动机号H12175539，
车架号：LVAV2JVB4JE355815，
合格证号：WAG172400771902，
价税合计768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顺宝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600032001440；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4600037931025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蓝岛小栖客栈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460203600213889，声明作废。
▲海南海航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708897490A,
声明作废。
▲姜素红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E4-1201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00552007,金额:
127256.61元，声明作废。

公 告
海口振业盛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郭治义的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现已做出鉴定结论。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委（文昌市清澜

开发区市政府西副楼512房，电

话：63330471）领取鉴定结论通知

书（文劳鉴工﹝2019﹞第4号），逾期

视为送达。如对该结论不服,你公

司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省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

定申请。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5月15日

万宁市公安局二次认尸启事
我局现存放于人民医院太平间的无

人认领无名男性尸体接妆时间与发

现时间地点详情如下: 1、2017年

11月6日万城镇后涧村山海泉后

面; 2、2018年5月25日兴隆农场

23队; 3、2018年7月12日万宁市

长丰镇马坡村委会，4、2018年5月

25日和乐镇港上村委会港门岭沙滩

上，5、2018年9月21日兴隆农场35

队太阳河段; 逾期将按规定处理，

如有上述相似失踪者，请速与万宁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联系。联系电

话:0898-62222584 联系人:吴

警官 刘警官

万宁市公安局二次认尸启事
我局现存放于人民医院太平间的

无人认领无名男性尸体接妆时间

与发现时间地点详情如下: 1、

2018年9月27日礼纪镇石梅湾房

车基地东北面海滩; 2、2016年8

月15日山根镇东线高速路万宁段

115公里+100米处。望其家属自

登报之日起七天认领。逾期将按

规定处理，如有上述相似失踪者，

请速与万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联

系。联系电话:0898-62222584

联系人:吴警官 刘警官

注销公告
海南明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2017675)拟向海囗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囗美兰奥海中医门诊部拟向海
南省海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起60天
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临高县人民医院招聘
临高县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急
救、科教、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

“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占地
面积150亩，床位473张。全院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603人，其中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47人、中级96人、初
级435人。为了适应医院持续发展
的需要，现面向全国长期招聘如下
职位医务人员：1、具有执业医师资
格的临床医师若干名。2、具有执业
医师资格的影像医师若干名。联系
方 式 ：邮 箱 Lgrmyyrsk ＠ 163.
com 电话：28355122（人事科）联
系人：吴主任 注：待遇面议

临高县人民医院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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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大型滨海养老项目寻资金
电话：陈先生18589649278

老城开发区厂房仓库出租
北一环路22000m2 189760664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万宁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声明作废。
▲海南马赛克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杨天兵、黄小玲不慎遗失海南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
4600154350，票号：00648656，声
明作废。
▲白沙牙叉良松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0MA5T2YXU13，声 明
作废。
▲白沙牙叉良松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51242327，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椰蕾幼儿园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70057180，声明作废。
▲王江英遗失2016年二级建造师
继续教育证（专业课十九期），证
号：201800669，特此声明。
▲王江英遗失2017年二级建造师
继续教育公共课（十九期）、2016
年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公共课（九
期），证号：20160003582，特此声
明。
▲海南裕鑫昌药业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4136055、04136056，特此声明。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 联 、抵 扣 联），发 票 代 码 ：
4600183130， 发 票 号 码 ：
00312771，特此声明。
▲钟晓辉遗失不动产权证，证号：
琼（2017）海 口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10082号，特此声明。
▲陈晶鹏遗失一张票据，票据号
码：财01-0320468，声明作废。
▲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机动车整车合格
证，发动机号：H12117395，车架
号：LVAV2JVB5JE356035，合格
证号：WAG142400771900，印刷
号：NO.Ⅱ3246715，声明作废。
▲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机动车整车合格
证，发动机号：H12175539，车架
号：LVAV2JVB4JE355815，合格
证号：WAG172400771902，印刷
号：NO.Ⅱ3246716，声明作废。
▲文昌铺前隆丰日日旺食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5MA5RGPDP3B，现
声明作废。

▲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机动车底盘合格
证，发动机号：H12117395，车架
号：LVAV2JVB5JE356035，合格
证号：WAG192904096946，声明
作废。
▲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机动车底盘合格
证，发动机号：H12175539，车架
号：LVAV2JVB4JE355815，合格
证号：WAG122904095795，声明
作废。
▲海南满江盈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1235201,声明作废。
▲海口宏鼎旭建筑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中联重科塔吊备案证，型
号规格：QTZ80（TC5610-6）；出
厂编号：1012TC0120948，备案编
号：琼A-T-Ⅲ-1134，声明作废。
▲匡云林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362330199803285679，特
此声明。
▲匡云林不慎遗失士官证，证号为：
士字第15414074号，声明作废。
▲万宁展海木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242000781，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琼宛早餐店不慎遗失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证号:
460051182378，声明作废。
▲王月琴法人私章，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东方八所五环体育用品商行遗
失公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昌江瑞鸿农资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雷索思服饰店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
登 字:46000319921207486801
号，声明作废。
▲ 唐 永 成 ， 编 号 为
4690030011003812 的就业失业
登记证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陶德秋遗失华诺国际住宅4-
702 房购房款收据一张，金额:
641012 元，收据编号:1124520，
声明作废。
▲儋州东城长坡冠南电信代维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9003600084000，声明作废。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徐卓然律
师于2019年5月16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
执 业 证 号 为 ：
14601201611271602，流 水 号 ：
10716124，声明作废。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公开发布之际，中央组织部
负责人就《条例》的制定印发和贯彻落实
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条例》制定的背
景和意义。

答：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员教育管理作为党
的建设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部署推
进，从严从实教育管理党员，推动管党治
党不断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取得明显
成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必须把党员教育管理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着力激发党组织的生机活力，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政治可靠、素质优
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总结吸收实践创新成果，对党员教育管
理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作出规范，是新
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条
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提高党员队伍建
设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实现党伟大执政
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条例》的过程
和遵循原则。

答：按照党中央有关部署，2018年
以来，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机关、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开展《条
例》稿研究起草工作，先后到 10个省
（区、市）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1.1万
份，并请6个省（区、市）党委组织部进行
专项研究。《条例》稿形成后，广泛征求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组织人事
部门意见，进行认真研究修改。《条例》稿
先后报经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修改。
2019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条例》
稿。5月6日，党中央印发《条例》。

《条例》共10章46条，对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作出基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我
们着重把握4个方面：一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健全党的组织
体系，提升党的组织力，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落实到每个党员。二是以党章为
根本遵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教育、管
理、监督、服务相结合，不断增强党员教育
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强化问题导
向，既明确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本要求，
又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作出制度性
规定。四是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相结合，
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经验
固化为法规制度，并注意与其他法规相衔
接，贴近基层实际、体现时代特点。

问：党的十九大提出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重大
政治任务，请问《条例》中有哪些具体的
落实措施？

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的重大政治
任务，也是《条例》制定的主线和灵魂。《条
例》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并明确提出把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
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专章作出规
定。在学习的内容方面，要求组织党员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要义、基本精神、实践要求，掌握贯穿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政治自
觉、理论自信、情感融入；在学习的方式方
面，要求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
合，组织培训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形成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教育长效机制；在实践要求方面，强调引
导党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增强过硬本领，做好本职工作，自觉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同时，对党员领
导干部提出更高要求。

问：除了您刚才讲到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外，
在党员教育方面《条例》还规定了哪些任
务要求？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做好新时代党员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
大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条例》按照党章有关规定，总
结党员教育工作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
党员队伍建设需要，从政治理论教育、政
治教育和政治训练、党章党规党纪教育、
党的宗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
教育、知识技能教育等7个方面，规定了
党员教育基本任务，并分别明确教育的
重点内容和目标要求。通过加强这7个
方面的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性、提高素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生产、工作、学习
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问：在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方面，
《条例》是怎样作出规定的？

答：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
以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为基本形式，以集
中培训为重要手段，以激励关怀帮扶为
动力，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落脚点的
党员教育管理的主要方式。《条例》总结
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的重要经验，坚持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坚持从基础工作抓起、从基本
制度严起，从4个方面对党员教育管理
的方法途径作出规定。一是用好党的组
织生活这一经常性手段，落实“三会一
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
话等基本制度，组织党员定期参加支部
主题党日、按期交纳党费，加强党员党性
锻炼。二是根据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建
设重点任务，坚持集中培训制度，有计划
地组织党员参加集中轮训培训、党内集
中学习教育，使党员接受日常教育全覆
盖、有保证、见实效。三是组织引导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组织设立党
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开展设岗定责、
承诺践诺，引导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充分
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四
是坚持从严教育管理和热情关心爱护相
统一，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激励关
怀帮扶党员，落实对老党员等重点对象
的服务措施，增强党员荣誉感归属感使
命感，激励党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问：党员的党籍和组织关系管理是
做好党员教育管理的常规性工作，请问

《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党籍是指党员的资格。严格党
籍管理是党员管理的基本内容。《条例》
规定，对因私出国并在国外长期定居的
党员和出国学习研究超过5年时间仍未
返回的党员，一般予以停止党籍；对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6个月以上、通过各种方
式查找仍然没有取得联系的党员，予以
停止党籍。停止党籍是对党员党籍的管
理手段，不是组织处置，也不是党纪处
分。对停止党籍的党员，符合条件的，可
以按照规定程序恢复党籍。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
组织的隶属关系。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是
党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条例》
分别对理顺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和接收
党员组织关系等作出规定，特别是规定
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可
以在全国范围直接相互转移和接收党员
组织关系。这一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基
层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职责，为党员转
接组织关系提供了便利。

问：《条例》专门就党员监督和组织
处置作出规定，请问是怎么考虑的？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强党
员队伍管理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管在日
常、严在经常，从最基础环节、最基本工作
抓起，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
部、每名党员。《条例》总结运用这一成功
经验，设专章对党员监督和组织处置作出
规范，目的就是通过抓好日常性的管理监
督和组织处置，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
洁性，不断维护党的肌体健康。在具体制
度设计上，《条例》依据党章规定，与《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相衔接，坚持党员政治标准和
基本条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坚持
立足教育、区别对待，对在党员日常监督
中发现问题的，综合考虑问题性质、情节
轻重和本人态度，规定了提醒谈话、批评
教育、限期改正、劝其退党或除名等4种
教育管理和组织处置方式，由轻及重、层
层递进，既从严要求，又体现组织关怀。
一是明确对党员进行日常监督的方式和
内容。二是明确进行提醒谈话的情形。
三是明确开展批评教育的具体情形和要
求。四是分别对限期改正、劝其退党或
除名等组织处置，进一步细化适用情形
和要求，为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组织处
置工作提供法规依据。

问：流动党员一直是党员管理的难
点，《条例》对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有哪些
规定？

答：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针对一些基层党组织对流动党
员管理责任落实不够、流动党员参加组
织生活难等问题，着眼让每名流动党员
都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条例》在总结
近些年来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从3个
方面作了规定。一是强化流出地、流入
地党组织共管责任。明确流出地党组织
应当与流动党员保持经常联系，跟进做
好教育培训和管理服务等工作，流入地
党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党员日常管
理，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应当衔接做
好流动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二是组
织流动党员过好党的组织生活。明确流
入地党组织落实党员组织关系一方隶
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的办法，组织流动
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乡镇、街
道、村、社区、园区等党群服务中心应当
向流动党员开放；流动党员可以在流入
地党组织或者流动党员党组织参加民主
评议。三是对流动党员分类管理提出要
求。从不同类型流动党员实际出发，分
别对农村流动党员、城市社区流动党员、
流动人才党员的教育管理作出规定。同
时，对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出国（境）学
习研究党员的管理提出要求。

问：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建信
息化工作，这几年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
蓬勃发展，请问《条例》在这方面作出了
哪些规范？

答：推进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既是
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
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的
指示要求，从指导基层工作实践出发，
《条例》作出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了总
的要求，就是推进基层党建传统优势与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党员教育
管理现代化水平。二是对党员教育管理
信息化平台建设提出要求，强调统筹规
划、整合资源，打造党务、政务、服务有机
融合的网络阵地。三是对党员教育管理
信息化平台应用提出要求，强调坚持网
上和网下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
术优势，开展党员教育管理业务应用。
四是对党员学网用网和网络行为规范提

出要求。总之，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使
党员教育管理更加精准、高效、便捷。

问：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
性经常性工作，请问《条例》在加强组织
领导和保障方面有哪些重要措施？

答：党员教育管理是细水长流的工
作，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条例》立足
抓基本、管长远，对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保
障作出明确规定。一是在党中央领导下，
成立由中央组织部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机关、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党组、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等参加的全国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明确相关职责，建立
运行机制，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省（区、市）
党委也要建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协调机
构。二是明确地方各级党委、部门单位党
组（党委）和基层党委、党支部、党小组等抓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职责要求。三是对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队伍、场所、教材和经费
等基础保障作出规范。四是对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的检查考核作出明确规定，对工
作中失职失责的予以问责追责。

问：最后，请您谈谈中央组织部对抓
好《条例》的贯彻落实有什么具体部署？

答：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条例》的
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党中央在印发
《条例》的通知中，对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条例》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
把抓好党员教育管理作为重大政治责
任，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贯彻执行《条
例》，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防止形式主
义。一是广泛宣传解读。充分利用报纸、
广播、电视和手机、网络等媒介，开展《条
例》宣传。二是抓好学习培训。把《条例》
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
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和党校
（行政学院）教育课程，通过专题辅导、交
流研讨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深入领会《条例》精
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严格执行《条
例》规定。中央组织部将举办学习贯彻
《条例》培训示范班，组织开展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者专题轮训，提高做好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加强督
促检查。按照党中央要求，我们将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形成工作合力，
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