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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
担，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经风雨、见世面，真刀真
枪锤炼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
辱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
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
家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练就过硬本领、勇于
担当作为，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

走进吉林省梨树县青堆子村，秋
收时节的田野中，玉米泛着金黄。在
当地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韩凤香连日来和农户们一起收割
玉米，忙得不亦乐乎。一穗穗玉米收
割归仓，韩凤香和农户们看在眼里，喜
在心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要
提高政治能力。作为合作社负责人，

同样需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确保粮
食安全，稳定农民基本收益。”韩凤香
表示，今后要带领更多农户发展规模
化、集约化生产经营，通过普及现代农
业技术，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努力保
障好粮食生产。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年轻干部提高工作本领，离不开
这个“传家宝”。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
功，我们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
盼，在调研中掌握真实情况。”甘肃省
兰州市教育局局长南战军说，教育事
业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
使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系统
干部更要加强调查研究，找准制约教
育发展的症结，努力为国家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工作中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
一个隐患，方能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作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成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力资源处处长、

消化内科副主任田雨，在武汉抗疫一
线坚守了60个日夜。如今，在历经武
汉保卫战和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的
考验后，对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健全预警响应机制，田雨有了更多
的体会和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风
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
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
作为医疗领域的年轻干部，要努力成
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不断提
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医疗机构
也要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平战结合，努
力做到迅速动员、迅速隔离、迅速救
治。”田雨说。

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时刻把群
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方显公仆本色。

在武汉市青山区青和居社区，社
区党总支书记桂小妹最近格外忙
碌。她和社区干部们一起，一边组织
开展秋冬防疫工作，一边向居民宣讲
社区抗疫先进事迹。作为武汉市最

大的公租房小区，青和居社区常住人
口8200余人，疫情发生以来，桂小妹
和社区街道干部们下网格、入楼栋、
进家门，构筑起社区群防群控的铜墙
铁壁。

“作为基层干部，为人民群众服
务，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就是我们的职
责使命。”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后，桂小妹表示，群众利益无小事，
今后要努力将伟大抗疫精神转化到社
区工作的行动中来，在破解社区治理
难题、精准服务居民、化解基层矛盾等
方面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把工作落
到实处、干出成效，是衡量干部能力和
作风的重要标准。

“身为一线扶贫干部，现阶段最重
要的工作是巩固好脱贫成果，保持决
战的状态，为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打
好基础、做好准备。”贵州省威宁彝族
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松发村驻村第
一书记李大奎说。时下，他正忙着动
员村民加紧采收成熟的佛手瓜。

在基层扶贫5年多，转战3个深
度贫困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贫困难
题，李大奎表示，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
成就感，更给贫困群众带去了获得感
与幸福感。“目前全村还有12户26人
没有脱贫。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要提
高抓落实能力，更让我坚定了脚踏实
地攻下最后深贫堡垒的决心和信念。”
李大奎说。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面对形势任
务变化，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创新思维，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作为科技领域中青年干部，如何
提高改革攻坚能力，落实好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是我们正在思考的课
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部副部长
苑震生表示，目前中科大正围绕“执着
攻关创新”开展学术大讨论，在鼓励原
始创新、推进协同攻关的同时，营造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工作环境，让科研的

“冷板凳”变得“有温度”，努力推动科
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练就过硬本领 勇担时代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明奋进方向

●田宝良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收据号
码:0006930，金额:370000元，特
此声明。

函通告，您本人未签收。为了维护

我司利益，根据合同约定，我司决

定与您解除合同，第一期房款作为

违约金不予退还，本商品房收回另

行处置，敬请知晓!

海南昌炜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温阳亮律师遗失海南省司法厅

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4601202010207645，流水号为：

11329681，声明作废。

●儋州海头绿丰农资经销部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69003600163457，声 明 作

废。

●符根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馆

房 款 收 据 壹 张 ，收 据 编 号 ：

0008023，金额：378138 元，特此

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龙华规划局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10月10日起9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昆南别墅3层,280m2,实

用360m2,350万,18084671201。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遗 失

房 产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我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你方承

担。 海口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海秀安居楼管理办公室

2020年10月11日

公告
尊敬的李自杭、陈绍坛:

2019年10月14日您与我司签订

了《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

了海口玉湾B栋1108号房。根据

合同约定，您已逾期未办理银行面

签手续。我司于 2020 年 3月 27

日，发函催告办理银行面签，未收

到回复，2020年9月28日再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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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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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湾演艺中心东西附楼招租
现有海口湾演艺中心东西附楼，东

西附楼总面积为8844.68m2，规划

用途为办公，现对外进行招租，可

分租，价格面议，有意者请联系梁

先 生 15348874016、符 女 士

18907668809

招 租 海口市国贸龙昆北路办公室出租，

面积960平方米。13907581152。
限期搬离通知书
龚桂华、卢金梅:
你我双方签订的“海秀安居楼”《房

地产预售（购）契约》无效，你方并

未能对海秀安居楼1202房（以下

称该房屋）拥有合法物权，由于你

方私自占有该房屋，限你方于

2020年10月18日前将该房屋内

属于你方的财物清理搬走，将该房

屋恢复整洁，并结清相关物业费

用。逾期不清理的，视为你方放弃

对该房屋内财物的所有权及处置

权，我方有权自行处理而不承担任

何责任。同时，因你方拒绝搬离对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和人民事业要继往开来，就要
有新生力量。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
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

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各级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年
轻干部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专业训练，明确培养年轻干部的正
确途径，坚决克服干部培养中的形式
主义，帮助他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让他们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

和使命。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历史总是在

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坚持问题
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我们
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
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
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
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
的突破口。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每
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
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
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
断推向前进。年轻干部只有不断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在实践中锤炼
本领，才能更好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
史使命不懈奋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外部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明年我们将进入“十四五”
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
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
杂。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
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夺取
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应对当前复
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
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然要求。”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
的，“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
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
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
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
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
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
决问题、破解难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

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唯有牢记
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
难，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赢得主
动、赢得未来。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积极
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经风雨、见世面，真刀真枪锤炼能
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过了一山
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通过不
断解决问题、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
面，以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回眸“十三五”

10月11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普查
员、普查指导员在居民家中进行信息摸底。

当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入户工作。
据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工作时间是
2020年10月11日至12月10日。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开始入户工作

减贫超5000万：

我国即将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侯雪静）今
年国庆节前，彝族群众沙马作叶搬到了四川昭觉
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沐恩邸社区。新居周边，
已建起服装厂、口罩厂、塑钢厂，城外还有四川攀
西地区最大的农业产业园，去往广东的劳务输送
专车，载着年轻人奔向远方。

像沙马作叶一样，“十三五”时期我国超过
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贫困发生
率从2016年的4.5%下降至2019年的0.6%，区域
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十三五”时期，我国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
加。全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全国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6年的4124元增
加到2019年的9057元，年均增幅30%。贫困群
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
题总体解决。

“十三五”时期，我国贫困人口收入结构进一
步优化，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贫困人口主要
通过务工和生产劳动实现脱贫，劳动收入占比逐
年提升，非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增收可持续性
稳步提高。

“十三五”时期，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
模推进脱贫攻坚，每年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座
谈会，针对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部署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
著、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创造了人
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今年全面脱贫目标完成后，中国将提前10
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
目标。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近日举行的“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
线上研讨会上，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中
国非凡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

数说“十三五”

债券市场是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
之一。今年我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已
突破100万亿元，较“十三五”之初增
长一倍多。我国债券市场已经发展成
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能力明显增强，并吸引更多国
际投资者踊跃配置。

债券市场规模
突破百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8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
模达112万亿元人民币。

作为直接融资的渠道之一，债券
融资规模的增长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
资金支持。在这背后，是我国债券市
场种类更趋齐全，结构更加合理，多个
品种债券发力增长。

“过去我国债券市场以国债和
金融债为主，现在企业债、公司债、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城投债、地
方政府债、地方专项债等一起发力，
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既能满足不
同的融资主体融资，也能满足不同

偏好的投资主体。”国际金融问题专
家赵庆明说。

以8月末数据为例，公司信用类
债券托管余额为25.4万亿元，地方政
府债券托管余额为24.8万亿元，均超
过国债18.2万亿元的托管余额。

在规模扩大和品种丰富的同时，
债券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和工具也不断
健全。“近年来，我国债券衍生品从无
到有，能够满足债券市场投资主体的
风险管理需求。在银行间市场推出信
用风险缓释工具，在交易所市场推出
国债期货，均是对债券现货市场的补
充，是债券市场必备的市场风险管理
工具。”赵庆明指出。

此外，在我国债券市场，市场化、
法治化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正在加快完
善，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
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也正在开展互联
互通合作。

债券市场发力
支持实体经济

近日，随着安徽省2020年最后一

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完毕，全年用于
支持淮河行蓄洪区安全建设项目的专
项债券资金已达46亿元。

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计划为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
万亿元。财政部数据显示，1-8月，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已发行31883亿元。
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加快，截至7月底
已支出2万亿元，主要用于补短板重
大建设。

“债券市场属于直接融资，相对于
间接融资，往往能给融资人节约融资
成本，从整个社会角度，也更容易分散
风险。”赵庆明指出。

政策层面也着力引导债券利率下
行，为市场主体减负。据人民银行统
计，今年前7个月，债券利率下行为债
券发行人减负达790亿元。

针对不同种类债券的特点，相关
制度安排不断细化。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曹媛媛日前
表示，要让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民营企业能够利用债券渠道融资，
必须要有一些特殊安排。今年银行
间市场对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进

行了进一步完善，通过直接投资债
券、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担保增
信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发债融资。

国债发行和资金下达也更趋高
效。今年设立的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
债，6月中旬以来在约一个半月时间
内即完成发行。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
制，抗疫特别国债资金7月初已在多
个省份快速下达到市县。

国际投资者
踊跃配置中国资产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对
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
来，境外机构持续增持我国债券，月均
交易量超7500亿元，月均净买入量超
1200亿元，目前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
超过2.9万亿元。

我国债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吸引
力日益增强，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
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
放，国际投资者投资我国债券变得更

加便利；另一方面，我国债券的收益率
相对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债券违约风
险较低。

2019年，中国债券已纳入彭博巴
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和摩根大通旗舰指
数。近期，富时世界国债指数也明确
了将中国债券纳入的时间表。中国债
券“集齐”全球三大债券指数，反映了
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
展、金融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

“国际投资者加大投资我国债
券市场，有助于我国金融领域以开
放促改革，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人民
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地位，还有
助于降低我国融资成本和实现金融
市场更加健康发展，国际投资者也
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赵庆
明指出。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积极完善各项政策与制度，进一
步提高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
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
的投资环境。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
姚均芳）

债券市场规模突破百万亿元
国际投资者踊跃配置中国资产

交通运输部：

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
城市出行服务体系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1日电（记者魏玉坤、
史卫燕）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11日表示，各
地应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出行服务
体系，着力提高公交服务的运行速度和准点率，持
续改善城市公交服务品质，不断提高城市公共交
通吸引力。

刘小明强调，要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于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大力弘扬新时代交通
精神，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凝聚磅礴力量；强化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改善公交驾驶员群体
身心健康状况，拓展公交行业的个人发展空间，
不断提升城市公交驾驶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