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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对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六个
方面要求。连日来，广大党员干部认
真学习思考，聚焦如何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和自己的终身课题，以实际行动深入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我
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始终做到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昔日革命老区，今日智慧园区。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的国际陆港
智慧物流园一期不久前建成投运，向
现代物流加速迈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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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区人民过
上好日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走
在前列，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兰山区
委书记王君师说，“我们要从党的非凡
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

塔吊林立、车辆穿梭。位于河北
雄安新区的建设工地上，三九寒冬时
节仍是一片热火朝天，来自祖国各地
的建设者们加班加点、奋勇拼搏。

河北雄安新区宣传中心副主任郭
晓科说：“2019年雄安新区67项重点
工程已全面开工。当前，各项工作由
规划编制转向大规模开发建设。此时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更加感
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勇于自我革命
发扬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
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当前一些单位民主生活会的自我
剖析如‘蜻蜓点水’，相互批评时‘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没有达到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湖
南省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邓为民说，今后，纪检监察机关
要在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上强化监督，
在会前严格审核、会中较真碰硬、会后
紧盯整改，不断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
量和效果，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发扬斗
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

对此，中央政法委综治督导局局
长、全国扫黑办秘书协调组组长陈小军
深有体会：“2020年，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已进入第三年，既是深挖根治决战决
胜之年，又是长效长治开局起步之年，也
是斗争成效全面检验之年。我们必须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要求，继续攻坚克难，坚决与黑恶势力
斗争到底，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
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

广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
桦说：“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广东做好了
充分预判和准备，以主动应对危机倒逼
自身加快转型升级，聚焦政策体系创
新、多元化市场开拓、培育外贸新动能、
提升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
推动外贸高质量稳定发展。”

发挥制度优势
以实干担当夺取更大胜利

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
的最大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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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牛
弩韬表示，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经

信厅建立和修订党的建设、干部人事
等规章41项，狠抓制度执行，提振了
党员干部的精气神。下一步，厅里将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
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通过完善
制度让全体党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以党建推动事业大发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
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

村组道路改造、人居环境提升、产
业扶持、政策宣讲……奔波在脱贫攻
坚战场，对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能源
局派驻泼机镇老包寨村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第一书记成忠诚来说，是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的旅程。

“村里今年将脱贫，作为带头人，
我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冲在前、干在先，带领乡亲们打赢这场
反贫困的决战。”成忠诚信心满满。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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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干劲鼓舞斗志

▲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
塔岭开发区富民大道( 龙福花园
A1栋508房)住宅楼的房产证，证
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563
号，声明作废。
▲李军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景业清水湾3
号二期D-22房的房款收据一张，
收 据 编 号 ：0004883（金 额:
2250000），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洋浦俊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琼
交 运 管 许 可 洋 浦 字
462000000078号，声明作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海南校友会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原件，
证号：琼社证字第371号，声明作
废。
▲海南成登启百货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三亚新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乐东分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东支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J6410009317101,现声明作废。

▲瑞溪墟居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3404001，现

声明作废。

▲黄亚文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城

镇北坡村委会百家村小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万宁集用(2010）

第11182号，声明作废。

▲黄亚文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城

镇北坡村委会百家村小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万宁集用(2010）

第11183号，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金腾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900760013121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铱海投资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00079873087XJ，经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壹亿圆

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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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先俊（于2020年1月10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6199412124013 ，特此声
明。
▲蔡立涛（于2020年1月10日）遗
失居民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
46010320001010031X ，特此声
明。
▲慕建不慎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
房地产有限公司庄园御景 7 栋
13A01收款证明收据1张，编号：
0006672，声明作废。
▲姚菲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资
金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雅 恒
0050431 ，金额4,816.80元，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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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怀邦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

经查，胡怀邦理想信念丧失，“四个意识”缺
失，背离初心，背弃职责，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阳奉阴违，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不到位，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不
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
录用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滥权妄为，与
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家风不正，
家教不严，纵容家属大肆收取财物。

胡怀邦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
贿犯罪，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政治问题
和经济问题相交织的腐败典型，性质严重，影响恶
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予胡怀邦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
遇；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我国学者发现一种
治疗恶性脑瘤的药物新疗法

据新华社合肥1月11日电（记者徐海涛）胶
质瘤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脑部肿瘤，现有治疗
手段单一且易复发。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
医院方志友、陈学冉科研团队筛选并实验发现，药
物“金转停”可控制这种恶性脑瘤的发展，延长患
者生命，有望成为临床治疗胶质瘤的新手段。

这项研究揭示了胶质瘤发生的根源，还为治
疗胶质瘤、预防复发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人员表
示，下一步有望开展相关临床试验，期待可以提升
胶质瘤的临床治疗效果。

国际知名医学学术期刊《治疗诊断学》日前以
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该成果。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
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
党的建设，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
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的要求，进一步警醒和鞭策全党同
志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
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更加自觉地为
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
出来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
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顾党
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
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
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
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
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
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历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
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
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显著，全国人民给予高度评价。这次
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达到了预期目
的，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要看到，党
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
停、歇一歇的想法。当前，少数党员、干
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
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
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
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
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
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
者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

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
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
罪。只有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
向深入，切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
种问题，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
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才能把党
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
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
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全党同志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
求，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
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
评这个锐利武器，驰而不息抓好正风

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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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涤一切附着
在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
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在新的征
程上，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
我革命，我们就一定能不断纯洁党的思
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
党的肌体，在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
大社会革命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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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贵阳1月11日电 眼力
决定眼界。1月11日，当被誉为“中
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成
为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也意味着人类向宇宙未知地带探索
的眼力更加深邃，眼界更加开阔。

2颗，11颗，43颗，93颗，102颗
……从2017年 10月“中国天眼”首
次发现2颗脉冲星，到11日召开的国
家验收会上公布已发现102颗脉冲
星，它两年多来发现的脉冲星超过同
期欧美多个脉冲星搜索团队发现数
量的总和。

“中国天眼”的灵敏度达到世界
第二大射电望远镜的2.5倍以上，可
有效探索的空间范围体积扩大4倍，
这是中国建造的射电望远镜第一次
在主要性能指标上占据高点。使科
学家有能力发现更多未知星体、未知
宇宙现象、未知宇宙规律……

“中国天眼”投入运行，未来将着
力确保装置高效、稳定、可靠运行，加
强国内外开放共享。

“中国天眼”是建于贵州省平塘县
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设
过程中攻克了望远镜巨大体量、超高
精度等技术难题。

国家验收委员会专家认为，“中国

天眼”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批复的
验收指标，部分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天文学
家20世纪90年代提出设想后，“中国
天眼”历经论证、立项以及5年半的艰
苦建设，望远镜于2016年9月25日
落成启用，进入调试期。

作为一项交叉学科的应用型研
究，国际传统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调试
周期一般不低于4年，“中国天眼”团
队经过2年的紧张调试工作，数项关
键指标超过预期，于2019年4月通过
工艺验收并向国内天文学家试开放。

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
院院长白春礼说，“中国天眼”实现多
项自主创新，显著提高了我国相关学
科、相关领域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
新能力，望远镜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对促进我国在相关学科实现
重大原创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未来3年至5年，“中国
天眼”的高灵敏度将有可能在低频引
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
子等前沿方向催生突破。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正在积极组织
国内外专家，研究如何发挥“中国天
眼”优良性能，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
推动重大成果产出。

“中国天眼”通过国家验收
将有可能在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催生突破

1月8日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检修期间拍摄）。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就台湾地区选举结果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央台办、国
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月11日就台湾地区选
举结果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我
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坚决增进
台湾同胞利益福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
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和推动。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同开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020年台湾地区
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

新华社台北1月11日电（记者吴济海 查文
晔 傅双琪）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11
日下午4时结束。当晚出炉的计票结果显示，民
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
导人，得票817万余张，得票率为57.1%。

另两组候选人中，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
瑜、张善政得票552万余张，得票率为38.6%；亲
民党候选人宋楚瑜、余湘得票60万余张，得票率
为4.3%。

同时举行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也于
当晚揭晓。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总共113个席次
中，民进党获得61席，国民党获得38席，台湾民
众党获得5席，“时代力量”获得3席，“台湾基进”
获得1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获得5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