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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恒海业主收据遗失声明
冯利：收据0315416、金额 38281
元。 张中波：收据0313349、金额
54266 元 ；收 据 0313351、金 额
55909 元 ；收 据 0313350、金 额
544490 元 。 吴 风 珍 ：收 据
0313352、金额 56092 元。 杨传
明：收据0314037、金额48059元；
收据0314038、金额48059元；收
据0314039、金额48465元；收据
0314036、金额 79472 元。 朱新
昌：收据197044、金额74822元，
以上业主的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符永卫遗失海南永兴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自卸车（型号：
LZ3250M3CB）合格证，底盘号：
KL647280，合 格 证 编 号 ：
WDR03C0KL647280，车 架 号 ：
LGGR4CC30KL647280，发动机
号 ：JA4L1K30187，发票号码 ：
00047818，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张红梅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2009号房的1张客户交房结
算付款单据原件（编号:0002336、
金额：331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星寰网吧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203MA5RC2XD8M，声
明作废。
▲许环宇遗失房屋坐落于万宁市
万城镇解放南路义德小区 A 幢
103房房权证，证号:万宁市房权
证万城字第 1405599 号，声明作
废。
▲唐红明遗失位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二环路东侧3栋201房房
产证，证号:房权证东字第 08271
号，声明作废。
▲海南旅居助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刘伟梅不慎遗失澄迈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一
张，发票编号:4600162350，金额:
261868.70元，声明作废。
▲海南健甫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东方东河河康分店遗失药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证号:琼
CB2620087，声明作废。
▲曹玉群遗失中南西海岸A18-
1903 号房购房收据 1 份，编号:
043372，金额342908，声明作废。
▲海南恒图置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410033401901，声明作废。
▲儋州东成正和堂药品超市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证号:
琼DB1700260，声明作废。
▲昌江海尾兴煌旅租行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1MA5RDQR985，声 明
作废。

▲谢少惠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
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登记
顺序号：0051- 3），现场编号：
CC197-3，特此声明。
▲琼海中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5982303，因不慎遗失，现
特此登报声明。
▲李梅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7403250042，有效
期限 2006.03.06- 2026.03.06，声
明作废。
▲徐达天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40825197309070010，有效
期限 2006.03.31- 2026.03.31，声
明作废。
▲傅秀娣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B8
栋607房房款票据1张，票据号：
0003293，金额488981元；交房收
款流程表收款交接单1张，票据
号：0000089，金额：9093元，声明
作废。
▲郭一杰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龙禧湾·偶寓B-
6- 5 房款收据 2 张，收据号：
0850133（金 额 ：230000 元）、
0850129（金额：50000元），特此
声明。
▲陵水明瑞加油站管理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一 本 ， 核 准 号:
J6410020118201，现声明作废。
▲韩文渊、韩文轩不慎遗失海南乐
东西海岸实业有限公司开具龙沐
湾碧海花园4号楼B单元801房，
房款收款证明收据一张，票据号：
0000783，金额4745元，特此声明
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东联村民委员会
溪排洋村村民小组原公章已损坏，
声明作废。

▲海南华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4601060320899，声
明作废。
▲海南瑞博思语言培训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袁超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码 ：
120469002000057，特此声明作
废。
▲韩夏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园
水云山庄25栋705房收据陆张号
码 为 ： 0007139、 0006644、
0008282、 0003081、 0005056、
0011838，声明作废。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行政公章、合
同专用章磨损，无法正常使用，现
声明作废。
▲郭英梅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
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
（登记顺序号：0051-4），征收现场
编号：CC197-4，特此声明。
▲郭英梅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
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登记
顺序号：0051- 4），现场编号：
CC197-4，特此声明。
▲谢俊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龙
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
（登记顺序号：0051-2），征收现场
编号：CC197-2，特此声明。
▲谢俊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龙
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登记顺
序 号 ：0051- 2），现 场 编 号 ：
CC197-2，特此声明。
▲谢少惠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
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
（登记顺序号：0051-3），征收现场
编号：CC197-3，特此声明。

公告
由我司承建的海口市第七中学教
学楼、科学楼及午休室加固工程的
项目已完工。在施工期间，凡与该
工程尚有未处理遗留的债权、债务
的单位或个人请于2020年4月30
日之前带相关资料到我司进行核
对、登记。逾期自行处理。
联系电话：0791-86421639
特此公告
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5日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1月17日上午

10：00在本公司再次净价拍卖位

于三亚市河东区龙岭路三亚山水

国际峰秀阁6栋3号商铺；房产建

筑面积为89.11m2，其中土地使用

权面积为 40.7m2。参考价 151 万

元，保证金20万元。交纳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海口蓝天支行；账号：

2201023809200968779。电 话 ：

0898-68522193 ；地址：海口市蓝

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

房；网址：www.ronghepm.com。

声明
史振策诉邓宁、丁才伟于2019年7

月25日签定的《合作合同》纠纷一

案龙华区法院已经受理[案号为

(2020)琼 0106民初 860号]，任何

一方以该《合作合同》招商引资或

是谈合作，本人均不予认可。

声明人:史振策 2020年1月9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报告
我局正受理赖昌源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有(八所)

2004 第 15 号]补档地籍调查事

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二环南路，

土地面积为267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

四至为:东至赵俊志，西至张清华，

南至陈东，北至小巷。凡对该宗地

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

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

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

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

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8日

公告
海南金博禄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任小曼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517），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
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751119），逾期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
年2月13日上午九点整在本委仲
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8日

公告
海口玛特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潘海星、李良、唐
玲、钟小龙、黎来福、陈道驹、叶炜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
字〔2019〕第 206、253-256、258、
294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决字
〔2020〕第1号仲裁决定书以及海
劳人仲裁字〔2020〕第2-7号仲裁
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及仲
裁决定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51119），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8日

注销公告
澄迈金江湘风风商行，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9027MA5RGCHY72，
拟向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日
内办理事宜。

儋州恒海业主收据遗失声明
刘 陶 然 ：收 据 0147098、金 额
43970 元 ；收 据 0961864、金 额
205194 元 。 朱 思 琦 ：收 据
0148328、金额 48611 元。朱亮：
收据0148325、金额47765元。朱
秋田：收据0000393、金额122334
元。王镱霏：收据8432625、金额
54806 元 。 崔 亚 芹 ：收 据
0511585、金 额 41282 元 ；收 据
0960241、金 额 55000 元 ；收 据
0960104、金 额 27564 元 ；收 据
0241066、金 额 41282 元 ；收 据
0147202、金 额 10000 元 ；收 据
7309506、金额 30000元。王栋：
收据0313841、金额38600元；收
据0313951、金额38600元，以上
业主的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邵华荃遗失东风雷诺牌车辆合
格 证 一 份 ，合 格 证 编 号 ：
WDB040000167411，车辆型号：
DFR6470KCF3，发 动 机 号 ：
A131785， 车 架 号 为 ：
LHMB4DGN7JA300039，颜色：
棕，车辆制造日期：2018年 12月
13日，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8
日。特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益新村民
委员会儒上一村民小组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6825801，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益新村民
委员会儒上二村民小组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6825901，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春梅手机专营店遗失
押金条，号码：0011611，声明作
废。
▲王小凡遗失药剂士资格证书，证
号：15401441，特此声明。
▲倪世仁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6198706041470，特此声明。

转让公告
海南佳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贵公司为出售方与以徐克勤为
购买方，于1996年7月22日签订
的《房屋出售合同》。但贵公司尚未
履行给购买人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现购买人已将合同权利转让给黄
家宝先生。因贵公司变更住所，故
依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登报
公告通知。通知人：徐克勤

2020年1月8日

公告
由五指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0月21日颁发给我公司
海南永泰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的“永
泰五指山养生旅居酒店”项目的人
民防空地下室规划审批意见书
2019人防规审第2019015号意见
书作废，特此声明。

海南永泰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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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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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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广告

1月8日在京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主题教育取得的主要成
效。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这场自上而下开展的
党的集中教育，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
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一定要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一次思想政治的洗礼、锤炼

主题教育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科学理论是
我们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越学越
觉得有信心，越学越觉得有力量。这真实说
出了我们心里的感受。”上海市普陀区石泉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宋胜利说。

这次主题教育，既是对理想信念的再
深化、再坚定，也是对政治品格的大洗礼、

大锤炼。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田村镇上齐村第一

书记叶国忠，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总结的
“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受到洗礼和锤炼”深
有感触。他说，通过对照典型人物和身边的榜
样，“我们的‘心’更坚定了，‘守初心、担使命’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也提高了。”

一次干事创业精气神的大提振

寒冬腊月，贵州江口县，扶贫干部王天华
仍在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而奋战。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主
题教育期间我们接受的深刻洗礼，大家切实
增强了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责任
感，真的有了一种坐不住的紧迫感。”王天华
说，眼下正根据2020年定下的几项重点任务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党员干部依旧会对扶贫
责任区域进行走访，确保已脱贫人口不返贫，
不出现新的贫困人口，真正用干部辛苦指数
换来群众幸福指数。

变化是最扎实的答卷，事实是最有力的
证明。

在广州海关，面对打击走私、防控好重大

疫情疫病传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任务，广州海关党委
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以钉钉子的精神贯彻落实
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把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结合起来，同破解改革发展稳定突出问题
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的干劲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
神，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州
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一场为民服务的初心践行

人民群众的笑脸，是主题教育成效的显
著注脚。

在浙江湖州，主题教育期间专门梳理出
中心城区停车难、小区物业管理难、教育培训
机构混乱等“十大群众揪心事”，逐一建立工
作专班开展攻坚行动，整改效果得到群众由
衷点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对广大党
员干部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表示肯定，也让基层广大党员干部
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

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湖州
市委组织部部长徐仲仪说。

一场刻骨铭心的政治生态涵养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
来的。

重庆把开展“以案四改”警示教育作为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较好地达到了查处一案、
警醒一批、教育一片、规范一方的作用，进一
步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
毒，不断涵养良好的政治生态。

既要深入开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也要
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激励作用。

荆楚大地，向张富清学习的系列活动持
续开展。一场场专题片观看，一次次集中学
习研讨，让广大党员干部找到了参照，坚定了
方向。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模
范人物的示范作用，加强党员干部的清正廉
洁教育，增强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的自觉性，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无私奉献、笃
定前行。”湖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振奋党心民心

刘鹤将于13日率团赴美
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王雨萧 陈炜伟）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9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应美方邀
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本月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与
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双方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的
具体安排密切沟通。

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 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9日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的通知》。

通知指出，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对全党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通知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习近平
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
战略高度，总结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效和成功
经验，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党
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
高远、视野宏大、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的高
度自觉，表明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牢记初心
使命的鲜明态度，彰显了我们党永葆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坚定决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指导性。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
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领导班子

要安排专门时间集中学习讨论，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专题学习，全面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
和工作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
精神上来。要深入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教育人民、指导
实践的工作，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通知强调，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
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
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
辈子的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
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
防污染。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做好主题
教育总结等工作，确保主题教育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
课、常修课，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
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
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
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
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通知要求，要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
向内的自觉解决违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

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强大的
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
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把全面从
严治党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坚决同一切可
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作斗
争，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把我们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要持续抓好主题教育各项整
改任务落实，已经整改的要巩固成果，正在
整改的要加大力度，决不允许出现“烂尾”工
程。要继续深化专项整治，上下联动、标本
兼治，整体推动问题解决。

通知强调，要把初心使命转化为担当
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
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完善和落实
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发扬斗
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
落实，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
功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健全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问题的工作机

制，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要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精心谋划好全年工作，统筹抓好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

通知强调，要结合实际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狠抓制度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完善
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制度。党中央将印发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根据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和对党忠诚教育、检视整改违
背初心使命问题、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激励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等方面，总结提炼主题教
育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形成长
效机制。要加强制度执行的刚性，健全权威
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确保制度落实落地，使
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领导机
关、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带头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
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发挥好“头雁”效应。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
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突出强调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
的自我革命，明确提出了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六
个方面要求，对于促进全党同志自觉砥砺初心与使命，始终做到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汇聚起新长征路上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磅礴
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
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
我们党坚毅前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
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
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
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
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忘记初心和使命，我
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
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还要看到，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
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
的危险无处不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
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
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就必须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党员、干部内心深处
铸牢、在思想深处扎根；就必须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
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
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

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就要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
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这次主题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
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每个
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
除病毒、防污染；都要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
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
烈、先进典型“对照”；都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
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
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
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将初心融进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只争朝
夕、顽强奋斗，我们必将坚定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意志，激扬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精神，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推动中国
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