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记者近日在陕西、青海、甘肃、
宁夏采访了解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动以来，四地
紧紧围绕中央要求，精心组织，有力
有序推进，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促进
广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积极推进调查研究，推动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确保主题教育
见实效。

精心组织
有力有序推进

陕西坚持靠前指挥，成立了由
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相关省委常
委为副组长的省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抽调精干力量成立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设 4 个工作组，定期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统筹推进全
省主题教育工作。参加第一批主
题教育的 107 家单位均制定了学
习方案和调研安排，多形式、分层
次、全覆盖的学习教育正在全面
铺开。

青海要求各单位组织党员干部
聚精会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集中学习时间普遍达到 7天以上，

做到时间和人员“双集中”。青海省
第一批82家单位的2700余个党支
部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广泛开展“为
民办事在一线、化解民忧零距离”承
诺践诺活动，3.5万余名党员积极参
加“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初心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

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
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着力筑牢理想
信念根基。甘肃以省委常委会读书班
为示范，第一批主题教育的135家单
位全部举办了读书班，共计5.96万名
党员干部参与其中；开展理论中心组
学习2200多次，9292个党支部开展
了集中学习。

主题教育期间，宁夏开展了“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色基因传承
教育、“守初心、担使命”专题教育、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典型宣传教
育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警
示教育等。在深入调查研究方面，
宁夏要求各部门采取不打招呼、不
预先安排路线、不开汇报会、不搞层
层陪同、不增加负担、不扎堆调研，
直接深入基层一线，奔赴问题现场，
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把调研成果转
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丰富形式
强化精神补给

陕西充分发掘丰富的红色教育资
源，制作影音视频资料，通过多个平台
定期向全省党员干部推送。同时，陕
西通过深入挖掘和宣传老红军刘宝
斋、国测一大队、西安交大“西迁精神”
等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他们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
为民造福、无私奉献的公仆情怀，朴实
纯粹、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
特点，青海各单位对学习教育的内容、组
织方式等统筹谋划设计、灵活务实安
排。青海省委办公厅组织党员干部赴青
海油田钻采工艺研究院等地参观学习。
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把学习教
育安排在田间地头和草原牧场，部分农
牧场结合藏族党员人数较多的特点，开
展“双语党课”，让少数民族党员跟进学
习教育，不让一名党员职工“掉队”。

甘肃各单位坚持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效应，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充分运用改革开放40年杰出贡献人物
事迹、八步沙林场“六老汉”治沙先进事
迹、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事迹等，教育广
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打扫思想灰尘。

在“七一”前夕，宁夏举办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来自
全区各区直部门和区属各大型企业的
1400多人参与其中。现场，《赵一曼
给儿子的家书》《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等感人至深的情景剧展现了革命峥嵘
岁月里，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前赴后
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光辉事迹，不少党员感动落泪。

紧扣实际
调查研究奔着问题去

在陕西，参加第一批主题教育的各
单位和部门结合中心工作和各自职能，
带着问题、带着专题开展调研，对调研中
发现的问题，当下能改的立即改，一时解
决不了的创造条件，夯实责任，限期整
改。针对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
反馈的问题和整改事项，陕西制定了
143条具体工作措施，对中央扫黑除恶
督导组反馈的9个方面问题，陕西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抓紧落实。

青海各单位和部门坚持从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改起，列出了193
项重点整改任务。青海省委办公厅联
合相关部门，针对文山会海、督查检查
考核过频等问题制定专项整治方案；
青海省委政法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
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公安
厅、青海省司法厅等部门，主动认领中

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18督导组反馈
的问题，部署开展“利剑一号”集中行
动，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强大攻势。

甘肃省纪委监委聚焦履职尽责方
面需要破解的难题，重点就当前甘肃脱
贫户返贫问题、基层问责泛化问题等10
项课题开展调查研究。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坚持将
专项调研与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相结合，
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甘肃省
农业农村厅把产业扶贫中专业合作社
带贫能力不强、到户产业扶持资金管理
不规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突出问题
作为调研主题，摸清问题，找准症结，研
究破解“三农”工作难题的实招硬招。

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在开展
主题教育时，拟定了规定调研课题和
自选调研课题，领导班子和各厅部室
分头参与展开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
调研。对脱贫攻坚领域群众信访问题
反映集中的“微腐败”进行“解剖麻雀”
式调研，第一时间将发现问题线索移
交督办。检视问题不遮掩、不回避，在
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推进会上，纪委监委机关自揭家
丑，对照检视工作中的短板弱项，直面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张斌 央秀达珍 王博 张亮）

丰富形式走深走实 直面问题重视实效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已是盛夏，比此时“山城”重庆的
气温更加火热的，却是再走长征路的
心情。拾级而上，在大片青翠松柏的
掩映下，坐落在重庆綦江区的石壕红
军烈士墓沉默矗立着。

这里沉淀着长征路途中一段悲壮
感人的故事。跨越历史的烟云，英雄
的精神与气概始终长存。由于时间久
远，当年又事出仓促，故事主人公的姓
名并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但他们的
事迹却在当地代代相传，留给后人无
限的怀念与敬仰。

今年56岁、现居住在石壕镇长征
村的村民杨文树向记者们讲起烈士墓
的主人公之一——一名红军司务长的
事迹。当年司务长牺牲后，正是他已
过世的爷爷杨贵华与其他村民一起掩
埋了司务长的遗体，见证了这一切。

时钟拨回到1935年1月21日中
午。当时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
二师，以及红二团8000多人已顺利完
成了佯装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

势，从而牵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
压力，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任务，
按照军委部署，从贵州松坎至綦江羊角

一带出发，进驻綦江石壕，拟于次日开
拔，经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等地进
军赤水。

但这时有人反映在箭头垭街有苏
区纸币和老百姓的物品尚未归还。于
是这名红军司务长带着两名红军战士
在箭头垭街毅然与战友们道别，让部
队先行离开，他们留下来检查清点、归
还借用的老百姓的物品。

这场离别最终变成了生与死的隔
离。

红军部队离开后，司务长与两名
战士走到箭头垭街上的赵家，正准备
归还煮饭用具时，不幸被敌人包围。
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负伤
后突围，司务长不幸落入敌人手中。

杨文树告诉记者，据他爷爷说，后
来敌人对司务长进行了残酷折磨，逼
迫他交代红军的组织情况、行军路线
等。但司务长始终坚贞不屈，不曾吐
露半点机密。

当天晚上敌人又将司务长押到当
时一个名叫石壕羊叉牛角尖的地方，
整整一宿吊在一户老百姓门口的一棵
桑树上。善良的老百姓见司务长伤痕

累累、又饥又寒，趁敌人在屋内烤火之
际偷偷给他送饭。但司务长担心连累
老百姓，同时受伤过重难以下咽，坚持
不肯吃饭。第二天就被敌人押到茅坝
坪残忍地杀害了。

就这样，司务长和那名战友永远
留在了这里。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
名工农红军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
他们不知道单独留下的危险吗？不，
他们冒险留下，只是因为红军有纪律，
红军爱百姓。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华民族
的脊梁！在红军长征这场理想信念的
远征中，这样的英雄有太多太多。红
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
得志之子杨建华说：“父亲每每回忆起
长征，总会说一句话：中国革命胜利
了，但胜利来之不易！”

无数烈士无名，但他们共同的名
字是红军，他们为着同一个信仰而牺
牲——为千千万万的人民谋幸福。他
们的身躯已融入绿水青山，却继续深
情守护着人民。他们被一代又一代的
人们祭奠、怀念。虽然生死相隔，他们
的信仰、精神也永远传承了下来，指引
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方向。

（据新华社重庆7月16日电 记者
丁玫 胡璐 周闻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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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6月份，中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海南

TPI）同比上涨0.54%，环比下降4.01%。

从同比看，6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吃、住、行、游、

购、娱）呈“四涨两降”的态势。餐饮类、娱乐类、购物类、交

通类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 7.98%、1.45%、1.09%、

0.46%，影响海南TPI分别上涨1.24、0.10、0.19、0.15个百

分点；门票类、住宿类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 9.87%、

1.42%，影响海南TPI分别下降0.88、0.26个百分点。从监

测小类结构看，6月份海南TPI同比涨幅较大的是旅游大

中巴租车价格、高尔夫旅游娱乐价格，较去年同期分别上

涨24.14%、17.29%。

从环比来看，6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呈“两降两涨

两平”的态势。交通类、住宿类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下降

8.70%、6.63%，影响海南TPI分别下降2.86、1.23个百分

点；购物类、餐饮类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39%、0.07%,影响

海南TPI分别上涨0.07、0.01个百分点；娱乐类、门票类价

格指数环比基本持平。6月份海南TPI环比下降的主要原

因：受旅游淡季的影响，部分旅游商品和服务价格继续下

降，其中机票价格、5星级酒店客房价格下降明显，拉动海

南TPT环比下降。

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计，7月份，受暑期旅游

高峰的影响，出入岛游客将增多，预计7月份海南TPI同环

比呈稳中略涨的趋势。 （晓原）

6月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4.01%

广告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口市义龙路20号钟山大厦
9套房产。标的周边商业配套成熟，有明珠广场、友谊阳光城、上邦
百汇城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所在区域生活配套齐全，交通便利。大厦
总层数为7层，框架结构，为U型内廊式布局。A座朝南，B座朝东，
C座朝北。具体见下表：公告期：2019年7月17日至2019年7月30
日。标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
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的名称
C座406房
C座407房
A座501房
A座502房
A座503房
B座504房
C座505房
C座506房
C座507房

建筑面积（m2）
116.78
121.17
94.73
200.02
118.60
147.70
140.98
115.90
120.26

挂牌底价(元)
840780
872460
716130
1458180
928620
1089990
1002330
824040
855090

保证金(万元)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海口市义龙路钟山大厦九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项目编号：XZ201904HN0050-1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月7
月18日22:00-19日06:00对智能网IVPN总机服
务平台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届时，全省开通高清通话
业务（VOLTE）的总机服务VPN用户使用将受短时
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7月17日

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7HN0105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第四小学东
南侧兴隆北区安置区（一期）8套商铺分别进行公开招租，每套
商铺面积：约236.33㎡，租期五年，挂牌底价为41604元/首
年/每套。公告期：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30日。对
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
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7月17日

广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部分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厅字〔2019〕3号）和《海
南省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
文件精神，请2019年1月21日前安置地在海南省，并以
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到原安置地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领取《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或扫
描下列二维码、登陆http://hrss.hainan.gov.cn/hrss/
0400/201907/a678838405ba4b21ac6247d7e3c4870a.
shtml下载，按要求填写后携带以下材
料，到原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置手续相
应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补缴申
请。补缴申请时间截止至2019年12月
31日。

材料清单:
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表等入伍证明材

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
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

件);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相关缴费记录，2019年1月21日前参加基本养老和

基本医疗保险欠缴、断缴凭证。如在多个地区参保的，还须
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凭证。

档案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的不需要提供第
1、2项材料。档案材料遗失的，可由曾服役的部队提供
退役命令。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社保接续工作办公地点

市县

省本级

海口市
龙华区
秀英区

琼山区

美兰区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
自治县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屯昌县
陵水黎族
自治县
昌江黎族
自治县
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
县
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
县
白沙黎族
自治县
洋浦经济
开发区

办公地点

海口市秀英大道2号军供家园一楼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一横路3号副楼5楼（金银洲宾馆院内）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9号区政府办公大楼1号楼209室
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号215室
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椰博路琼山区人民政府第二办公
区221室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1号区政府办公大楼3楼309室
三亚市军休所一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社会工作局
儋州市中兴大道东延线军休大楼1楼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355号琼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19号文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111室
万宁市万城镇城北新区望海大道北侧
东方市八所镇永安西路10-14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五指山市通畅路新就业局大楼5楼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5号就业大楼二楼退役军
人事务局
澄迈县金江镇金马西路澄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楼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

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退役军人事务局

定安县定城镇岳崧路第二办公区定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屯昌县屯城镇锦绣大道1号军休中心二楼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椰林南干道县第二办公区原质量
技术监督局一楼大厅
昌江黎族自治县机关行政办公大楼一楼退役军人事务局
115室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兴路原工会办公楼五楼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国兴大道225号县民政综合办
公大楼三楼退役军人事务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桥南路186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大厦16楼1609办公室

办公电话
68660501
68660601
66759466
66569390
68659100

65877376

65373531
88227792
66795825
23830007
62835367
63231822
62213590
38935533
86624195

85526468

36961826

28355786
28280061
63828385
67816556

83388535

26699016

32921092

86239227

27728266

28825887
28836463

关于解决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
社会保险接续问题的公告

我单位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人，招聘人
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时间2019年8月1
日至8月9日，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考生应在报名
时间内将报名材料发送至（haikou12345@haikou.gov.cn）进行
报名。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具体要求及工作流程详见海口市人

社局网站（http://www.hihk.lss.gov.cn/）、海口 12345 网站
（http://12345.haikou.gov.cn/）或“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公
布的招聘公告。

咨询电话：0898-68501714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7月16日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

无名的牺牲
——记在重庆石壕的那场生死离别

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石壕红军烈士墓（7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壮 摄

外交部：

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好事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王卓伦、伍岳）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国经济发表的言论，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表
示，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稳中有进对世界经济
是好事，对美国经济也是好事。

耿爽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不确定
性和不稳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取得了6.3%的增长。“我想这还是一个不错
的成绩，特别是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应该
说是领先的。”

“中国本可以采取强刺激政策获得更高的经
济增长率，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致力于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型升级，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保持
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耿爽说,至于美方所谓“因
为经济放缓，中国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这
完全是一种误导。达成经贸协议绝不是中方单方
面的诉求，美方也有这个需求。美国社会各界人
士和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强烈反
对贸易战，这种声音就足以说明一切。

“在这里，我要呼吁美方同中方共同努力、相
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经贸摩擦，争取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
议，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期待。”耿爽说。

商务部：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
累计超3400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于佳欣）商务部16
日发布对外投资“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对
外投资累计超3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长韩勇介
绍说，1至6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
国家和地区的358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3468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0.1%。其中，6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637.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韩勇说，主要呈现几大特点——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进。1至
6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1个国家有
新增投资，合计6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6%。

跨境并购稳步发展。1至6月，我国企业共实
施完成跨境并购项目161起，分布在芬兰、法国和
秘鲁等42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169.5亿
美元，其中直接投资92.2亿美元。

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1至6月，对外投资
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
域，占比分别为30.3％、18％、9.5％、8.4%和8.1%。
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多，带动当地发展，实现
互利共赢。1至6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389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33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8%。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际保护主义逆风盛
行，全球投资持续乏力，我国对外投资仍保持增长
势头，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对外投资能
力的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