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
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
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
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
自己的道路。此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
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中共中央先
后发出多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推动了全
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全国一时掀起了一个贯
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吹响了“向现代
科学进军”的号角。

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5月初，毛泽东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
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
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
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
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
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956年，是新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的开端。这一年的许多重大举措，对以后的历史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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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机关应当在收到纠正要求

后30日内报告相关处理情况，对复
杂敏感、容易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
应当及时会同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妥善处理。

纠正后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符合要求的，审查机关按程序予以备
案通过。报备机关未在规定时限内纠
正问题或者报告有关纠正措施，且无
正当理由的，审查机关可以作出撤销
相关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第二十条 审查机关对报备的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出审查处理决
定，应当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批。

第二十一条 对未发现问题的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关一般
在30日内完成审查处理工作。发现
可能存在问题的，可以适当延长审查
处理时间，但一般不超过3个月。

备案审查工作有关资料应当及时
存档备查。

第二十二条 审查机关应当及时
梳理总结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加强综合
分析利用，推动完善制度、改进工作。

第六章 保障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加强备案审查工作

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面、互联
互通、功能完备、操作便捷的备案专
网，提高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加强对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
评价、表彰奖励，相关结果在一定范围
内通报。

第二十五条 实行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责任追究制度。有下列
情形之一，应当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党组
织、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一）履行政治责任不到位，对备
案审查工作不重视不部署，组织领导
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反报备工作程序和时限要
求，报备不规范、不及时甚至不报备，或

者对审查机关指出的问题拒不整改或者
整改不及时、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反审查工作程序和时限要
求，审查不规范、不及时或者出现明显
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

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军队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
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2年
7月1日起施行。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
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201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9年9月3日中
共中央发布）

第一条 为了提高党内法规执行
力，推动党内法规全面深入实施，根据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负有遵守党内法规、维护党内法规权
威的义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
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执规
是本职、执规不力是失职的理念，切实
担负起执行党内法规的政治责任。

第三条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
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相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
关严格监督的执规责任制，统分结合、

各司其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第四条 地方各级党委对本地区

党内法规执行工作负主体责任，应当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
组织决定，带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并
领导、组织、推进本地区党内法规执行
工作，支持和监督本地区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履行执规责任。

第五条 党委办公厅（室）负责统
筹协调本地区党内法规执行工作，推
动党委关于党内法规执行部署安排的
贯彻落实。

第六条 党委职能部门、办事机
构、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等，对主
要规定其职权职责的党内法规，负有
牵头执行的责任，并组织、协调、督促、
指导有关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执行
有关党内法规。

其他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党内法规
规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助配合牵
头部门共同执行党内法规。

第七条 党组（党委）对本单位
（本系统）执行有关党内法规负主体责
任，领导、组织、推进本单位（本系统）
党内法规执行工作。

第八条 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
会和村、社区党组织，国有企业党委，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
事业单位党组织，对本地区本单位执行
有关党内法规负主体责任，领导、组织、
推进本地区本单位党内法规执行工作。

其他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按照规
定推动有关党内法规在本单位的执行。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敢于
担当、勇于负责，以上率下、以身作则，
带头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带头严格执
行党内法规。

党委（党组）书记应当认真履行本

地区本单位党内法规执行第一责任人
职责，分管党内法规工作的班子成员
承担党内法规执行直接责任，其他班
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
领域党内法规执行工作。

第十条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应当
带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并对其他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执规责任进
行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党章和其他党
内法规。

第十一条 执行党内法规应当遵
循下列基本要求：

（一）担当作为，恪尽职守，不得不
作为、乱作为；

（二）严格执规，令行禁止，不得打
折扣、搞变通；

（三）公正执规，坚持党内法规面
前人人平等，不得搞特殊、开后门；

（四）规范执规，按照规定的主体、
权限、程序等执行党内法规。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每年至少
召开1次会议专题研究党内法规执行
工作，将党内法规纳入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牵头执行部门应当将党内法规宣
传教育作为履行执规责任的重要方
面，加大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力度。

第十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增强党员干部的执规意识，
提高执规能力，严格执规标准，规范执
规程序，提升执规效果。

第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
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执
规责任情况的监督，对重要党内法规
的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
普遍性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各级
党组织应当重视发挥党员、群众和新
闻媒体等在监督执规责任履行中的积

极作用，推动形成执规工作合力。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执规

责任情况，应当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考核内容，可以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党建工作、法治建设等考核相结合。

第十五条 党内法规制定机关可
以视情对党内法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
开展评估，督促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履行执规责任，推动党内法规实施。

开展党内法规实施评估工作应当
制定年度计划。应当列入实施评估范
围的党内法规主要包括：上位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作出新规定、提出新
要求的；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新规定的；
规范和调整事项发生较大变化的；执
行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意见反映较
多的；试行期满或者没有规定试行期
但试行超过5年的。

根据工作需要，实施评估可以对
1部党内法规或者其中的若干条款开
展专项评估，也可以对相关联的若干
部党内法规开展一揽子评估。实施评
估结束后应当形成评估报告。

第十六条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
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纪
追究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处理：

（一）不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党内
法规执行的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组织
有关决定；

（二）履行领导、统筹、牵头、配合、
监督等执规责任不力；

（三）执行党内法规打折扣、搞变
通或者选择性执行；

（四）本地区本单位在执规中出现
重大问题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

根据本规定，制定军队党内法规执行
责任制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
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9年10
月1日起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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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云在2019年9月13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4197005064061，有 效 期

限：2005年03月03日至2025年

03月03日，特此声明。

▲陵水椰林北斗创新通信数码有

限公司遗失已开具海南省海口市

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凭证一

张，凭证号码:00001523，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股权出售公告

海南永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现转

让40%股权，公司占地100亩，欢

迎有意者前来面谈。地址:海南省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

联系人：高女士18889943280

注销公告
海南盛世经典广告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向海口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中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向海

口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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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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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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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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95号

海 南 万 格 维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HJBC37，法定代表人：金晓锋）：

我局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
1000048号）公告送达。经检查确认，2017年9月至10月，在无真实业
务交易情况下，你公司向深圳市莉源英姿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聚鑫泰
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顺多谦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洪蚨祺科技有限公
司等 4 家非正常企业开具 33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发票号码2702106-2702113、3684735-3684759，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
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是虚开发票行为，共涉及虚开发票金额
3,077,351.33元、税额523,149.74元、价税合计3,600,501.07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处予500,000.00元罚款。

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
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
放弃权利。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左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09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第一稽查局811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1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97号

海 南 麒 力 翔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HJFT8U，法定代表人：李星霖）：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税
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
罚告〔2019〕1000037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2017年9月至10月，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

向深圳市顺多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聚鑫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
锡辉达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份，发票代
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 02702018- 02702028、02702030-
02702037、02702013-02702017、03684789-03684791，货物品名：
电容TP、晶体振荡器、射频开关、聚苯乙烯等，金额2,654,608.74元,
税额451,283.46元,价税合计3,105,892.20元。你公司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
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拟对你
公司处予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
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人：何女士、马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53017；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16日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
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规定》，以及新制定的《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这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新
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各地区各部门要抓好《条例》等3部党
内法规的贯彻执行，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推进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责任。

要坚持“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原
则。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把夯实“两个维护”的法规制度保
障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首要政治
任务，在党内法规制定、备案审查、执
行等各项工作中落实“两个维护”要
求，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
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提供强有力
的制度支撑。

要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出发谋划和推进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及时把比较成熟、普遍适用的经验
提炼为制度规定，转化为相应的制度
安排。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的部署要求，着眼解决管党治党
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补齐
党内法规制度短板，不断扎紧织密制
度笼子，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好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各级党组织
的工作、活动和全体党员的行为。

要坚持系统推进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各项工作。搞好制度“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各层
级各类型党内法规制度的立改废
释，抓住提高制定质量这个关键，确
保到建党 100 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
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牢固树立党
内法规权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制
度执行，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尊
规学规守规用规。强化责任监督，
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党内法规制度
的各种行为。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

统一。强化依法执政观念，增强依法
执政本领，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
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
能力和水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既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又要模范
遵守宪法法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更好发
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
作用，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努
力做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牢牢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正确方向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根据中
央统一部署，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广泛开展先进模范
学习宣传活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
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
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同组织开
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引导
人们永远铭记各行各业奋斗者为党和
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永远铭记新中
国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永
远铭记英雄模范承载的爱国奉献奋斗
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

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活动主要由推荐报送、群众投票、

审核公示、宣传发布、学习践行等环节
组成，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
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涌现出来的、来自
生产一线、群众身边的先进模范。根
据各地各有关部门意见建议，经报中
央批准，“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名额
由最初的200名调整为300名。应社
会各界要求，在评选过程中增补了部
分老英雄、老模范、老先进、老典型个
人和集体作为推荐人选。

活动自6月中旬启动，经各地区
各部门遴选推荐、群众网上投票、组委

会集中审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认真审核，产生300名“最美奋斗
者”建议人选，包括278名个人，22个
集体。总的来看，人选涵盖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涌
现的忠诚于党、报效祖国、扎根基层、
服务人民的英雄模范，兼顾工、农、兵、
学、商、党员干部等各行业领域，覆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鲜明的典型
性、强烈的时代感，是永载史册、彪炳
千秋的“群英会”。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
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有关建议人

选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9
年 9月 15日起，至9月20日止。公
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了解学习建议
人选事迹，并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的评议和监督。如对建议人选有
异议，请通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
向“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反映。

电话：（010）63095197
电 子 邮 箱 ：zmfdz2019@163。

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

街5号
邮政编码：100806

“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

2019年9月15日

关于“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的公示 唱响新中国70年的奋斗之歌
——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
《我们走在大路上》即将播出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景式展现新中国风雨兼
程、砥砺前行的伟大历程，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同摄制
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将从9月
16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该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和
宝贵经验作为主线，坚持“政论情怀、故事表达”风
格歌唱祖国、礼赞时代，深入反映共和国筚路蓝缕
一路走来的感人故事和重要事件，倾情呈现亿万
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懈奋斗谱写的壮丽史
诗，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是广大观众全方位了解新中国发展
的一部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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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学生在2018级学生军训中秋文艺
汇演上“告白祖国”（9月13日摄）。

连日来，全国各地各高校广泛开展“青春告白
祖国”活动，千万大学生积极向党和祖国真情告
白，表达坚定理想信念，抒发爱国奋斗之志。

“青春告白祖国”活动自8月30日启动，目前
正在全国2900多所高校、3800多万大学生中展
开，广大高校学生通过“说”“拍”“演”等多种形式，
用学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验解读理论、宣传成
就、展示风采，积极传播青春正能量。 新华社发

“青春告白祖国”
全国高校千万大学生抒发爱国报国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