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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11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
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
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月川单元（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控规YC1-1-01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7285.44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7281.05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
块勘测定界图。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2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457.09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456.21平方米）；商务金
融用地占8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为5828.3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5824.84平方米）。2019年6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
以《关于月川单元（三亚总部商务启动区）控规YC1-1-01B、YC1-1-01E、YC1-2-01A、YC1-2-01C、YC1-2-05A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YC1-1-01B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
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
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
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经核查，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月川单元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控规YC1-1-01B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
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
码：B29/B11），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目，属房地产
业中的零售商业混合商务金融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
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标。以上出让控制指标
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
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
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
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
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按省、市
有关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
建筑自持比例不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且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全国性金融机构或中央企
业。竞买人须承诺：如竞得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应按照《三
亚月川单元核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的要求开发建
设，并在三亚设立区域总部。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商务局初
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
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
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
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
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3566万元
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
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
确认书》后，其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
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

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
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竞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7 月 18 日至2019年 8月 16 日到
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8 月 16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
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在2019年 8 月 16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9年 8 月 8 日
09时00分至2019年 8 月 19 日10时0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
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
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
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
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
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
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
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
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
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
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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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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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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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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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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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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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75

22609.05

规划指标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12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
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月川单元（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控规YC1-1-01E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2979.4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2971.58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
地块勘测定界图。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2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2595.89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594.32平方米）；商务金
融用地占8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0383.5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377.26平方米）。2019年6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
府以《关于月川单元（三亚总部商务启动区）控规YC1-1-01B、YC1-1-01E、YC1-2-01A、YC1-2-01C、YC1-2-05A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
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YC1-1-01E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
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
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
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经核查，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月川单元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控规YC1-1-01E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
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
码：B11/B29，比例2:8），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目，
属房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及商务金融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
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标。以上出让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
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
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按省、市有关装配式建
筑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不
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且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全国性金融机构或中央企
业。竞买人须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应按照《三亚
月川单元核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的要求开发建
设，并在三亚设立区域总部。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商务局初
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
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
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
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
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2978万元
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
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
确认书》后，其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
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

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
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7 月 18 日至2019年 8月 16 日到
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8 月 16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
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在2019年 8 月 16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9年 8 月 8 日
09时00分至2019年 8 月 19 日15时0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
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
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
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
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
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
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
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
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事
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7日

控规编号

YC1-1-01E

合计

土地面积
（m2）
2595.89

10383.57

12979.46

用地规划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
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
代码：B29）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20%）

商务金融用地
（80%）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5.0

/

建筑高度（m）

≤120

/

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

≥35

/

评估单价
（元/m2）
33405

28530

/

评估总价
（万元）

8671.5705

29624.3252

38295.8957

规划指标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
勇气，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切实抓好主
题教育列出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的专
项整治。

通知指出，这次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8个方面突出问题，是党中央结合
当前正在做的事情，聚焦解决党内存
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的重要部署，是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从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高度，抓好专项整治工作。

通知强调，第一批单位首先要抓
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
违等5个方面问题的专项整治，同时

针对市县两级注意整治侵害群众利益
等3个方面问题，逐项细化问题清单，
从自身找原因、抓整改；第二批单位要
先动起来，能改的抓紧改。

通知提出，整治对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的问题。对贯
彻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自纠，逐条梳理，
建立台账。重点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的要求有没有落实、问题有
没有解决、现状有没有改变。对已经
落实的，要抓好巩固提高；对尚未落实
或落实不到位的，要一一查明原因，明
确时限要求和工作措施；对存在不扎
实、不落实问题的，要区别情况予以问
责。整治情况要形成专项报告。整治
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紧紧围绕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推进三大攻坚
战，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破解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解决关键领域
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解决党的建

设面临的紧迫问题，紧紧围绕本地区
本部门本单位中心任务，聚焦工作思
路措施不当、指导推动不力，不敢面对
问题、触及矛盾，工作长期没有实质性
进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长期得不
到解决等问题，深查细纠精神不振、不
担当不作为的具体表现，一项一项进
行整治。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突出问题。聚焦违规吃喝、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等问题，聚焦领导干部违规参加各类
研讨会、论坛等问题，抓好整治。根据
中央要求和工作实际，健全制度规
范。整治层层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
按照“基层减负年”的工作要求，把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主题教育
重要内容，聚焦层层发文、层层开会、
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一件
一件抓实整改。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
头开展形式主义问题大排查。全面清
理规范“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事
项。整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省区市要
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进行规范、整治，在
中央单位抓紧开展试点，推动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秉公用权。

通知要求，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
问题。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微腐败”问题，聚焦统计造假问题，
进行集中治理。整治基层党组织软弱
涣散的问题。以农村为重点，以县为单
位，对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进行集中排
查，不设比例、应整尽整，“一村一策”制
定整顿措施。对街道社区、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等其他领域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要逐个排查摸底，找准突出问题，
精准施策，抓好集中整治。继续抓好排
查解决农村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试
点工作。整治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
之任之甚至充当保护伞的问题。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推进“打伞破网”，使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通知指出，要加强对专项整治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指导，把专项整
治与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衔
接起来，贯通于两批主题教育，加强上
下互动和部门联动。要实行项目化推
进，找准每个专项整治的切入点，确定
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进度时限和
工作措施，逐条逐项推进落实。对在
主题教育期间能够解决的问题，要立
查立改、即知即改；对一时解决不了
的，要制定阶段目标，盯住不放，持续
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
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适
时对专项整治情况进行“回头看”。中
央指导组要加强跟踪指导，防止专项
整治虎头蛇尾、敷衍塞责，不能在整治
中产生新的突出问题。各地区各行业
系统要结合实际，在8个方面专项整
治之外，有针对性地整治需要整治的
突出问题。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对开展专项整治作出部署安排 尊敬的王良将军：

隔着80多年的岁月，我们来到您的故居，在
这里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们是新华社的年轻记者。今年夏天，我们
有幸参加了“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
长征路”报道活动，再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精神。

在您的故乡重庆綦江永城镇中华村，我们第一次听
到您英勇善战的英雄事迹和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凭
着毛主席的诗词“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我们知道，
您是一位英武善战、壮志未酬身先亡的红军指挥官。

您的故事中，最触动我们的是一块怀表和一支
钢笔，如今它们已静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早已静止的指针依然守望着新中国的变化。
1930年，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您率领红十师全
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
得了反“围剿”首战胜利。战后，毛泽东和朱德把缴获
的张辉瓒的怀表和钢笔奖励给您。后来即使在作战
中，您也一直把它们带在身上，想来，它们对您的意义
绝非战利品那么简单。1932年6月，您在头部中弹
牺牲前，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和钢笔交给了战
友罗瑞卿，并对他说：“你替我把它带到胜利……”

红军痛失一位优秀的将领，家乡父老痛失一
个优秀的儿子。在您牺牲后的第三天，红四军为
您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在红四军干部会议
上说：“王良同志是个好干部。”

始于1934年的长征，是一场肩负了中华民族
胜利希望的战略转移。虽然您此时已长眠异乡，
但您的英灵如有知，应会看到中央红军长征的脚
步，走过了您的故乡重庆綦江，您生前一直珍视的
怀表，也伴随着罗瑞卿将军的征程走过了您的故
乡，并带着您的革命理想和民族复兴的愿望走完
了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您的故居前驻足，我们一直在思考，通过您
的怀表传承下去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重庆市
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听党指
挥，信仰坚定，不怕牺牲。是啊，长征就是一个听党
指挥，坚定信念，不惜牺牲夺取胜利的过程。

时光飞逝，距离您托付怀表的那个壮烈时刻，
已经过去八十余年。在表针划过的八十多年间，
中国的革命实现了胜利，中国人民也早已翻身做
主人，中华民族正一步一步走向复兴。

我们今天来到綦江，这片土地上到处传颂着
您的英名。您短暂的生命灿若星辰，您的事迹和
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继续激励更多后来人！

新华社记者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据新华社重庆7月17日电 记者杨建楠 关开
亮 伍鲲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全面启动以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努力将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融
合，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教育部紧密结合教育实际，着力突
出教育特色，坚持在读原著上用心、在重
研讨上强化、在广泛学上聚力，围绕“教
育报国守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立德
树人担使命，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
的教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
强基层党组织”三个专题，推动学习贯
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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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
要论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为深入推动解决中央关心、社会
关注、群众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教育部梳理形成主题教育期间着力解
决的45个突出问题和重点推进事项
清单，并确定10个教育部层面重点推
动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印发《关于
扎实推动解决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通
知》，加强工作调度，每两周调度一次
热点难点问题进展情况，每月调度一
次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的完成情况。
教育部党组成员围绕热点难点问题，
深入基层扎实开展调研。

为检视反思突出问题，教育部畅
通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采取召开座谈
会、实地走访、设立意见箱和开通网上
通道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对部党组
及党组成员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意
见建议。把开展党支部全面整顿作为
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采取“谈”“评”

“查”“问”“诊”“督”的工作方法，对400
余个直属机关党支部开展全面整顿。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以上率下
作表率，带动各部门、各直属单位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党组中心组围绕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主题
集中学习研讨5次、党组学习2次，党

组成员开展专题调研25次、召开调研
汇报交流会1次，参加党日活动7次，
讲专题党课8次，部党组在广泛听取
意见基础上梳理问题114条，提出整
改措施52条，取得了较好成效。

充分利用红色文物、红色典籍、红
色经典剧目、红色旅游等特色资源和
优势条件，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各单位
积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和先进典型教育。特别是“七一”前
后，各单位通过到革命圣地缅怀烈士、
邀请老党员座谈、参观红色主题展览
等多种形式，共开展主题教育党日活
动53场。各文艺院团推出9场献礼

建党98周年文艺演出。同时，国家京
剧院等多家院团还奔赴山西、甘肃等
革命老区慰问演出。各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都为本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讲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
为努力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

进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成效，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牵头积极推进部机关“阅读空
间”建设，部系统主要媒体开设主题教
育专题专栏，及时反映各单位主题教育
推进情况，加强正面引导和典型宣传，
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胡浩 周玮）

坚持知行合一 强化问题意识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一块怀表的革命传承：
给王良将军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