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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
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
调，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
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做到态
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
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十四五”
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在
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
期我国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对全面
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 争 提 出 新 的 要 求 。 开 局“ 十 四
五”，只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提供坚强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和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
键在党。”只有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
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自我革

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
突出问题，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
建党有效，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
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赢得
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充分发
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要以
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要坚定不移
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
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坚决防止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要持续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
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要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使监督融入“十四

五”建设之中。
纪检监察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

要力量，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承
担着庄严神圣的使命。纪检监察机
关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
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各级党委
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担
负起统筹纪检监察干部培养、选拔、
任用的责任，选优配强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纪检监察机关要接受最严
格的约束和监督，加大严管严治、自
我净化力度，针对自身权力运行机
制和管理监督体系的薄弱环节，扎

紧织密制度笼子，坚决防止“灯下
黑”，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忠
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敢于善
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
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把严的
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
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
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我们就一定能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
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
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
服务保障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
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疫
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
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
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
行的，需经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
倡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就地过年，引导外地农
民工、尚未离校的师生就地过年。确需出行人员
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要切实加强生活物
资保障和能源保供，特别是大中城市要提前安排，
充分准备，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要做
好就地过年群众管理服务，及时回应和满足就地
过年群众需求。要确保群众出行方便有序和货运
物流畅通，最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购物、休
闲、娱乐等出行需求。要保障就地过年群众工资
休假等合法权益，以岗留工、以薪留工。要积极营
造就地过年良好氛围，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
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心安全过好年。

外交部：

敦促美方不向“台独”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针对美国国务院
近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停止对台“施压”，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25日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
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
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
和外部势力干扰的决心坚定不移。

他说，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
共识”，加紧与外部势力勾连，不断进行谋“独”挑
衅。“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就两岸政
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有关问题开展对
话协商，聚同化异，积累共识。”

山东笏山金矿救援

11人已获救升井
确认10人遇难,另有1人仍在搜寻

据新华社济南1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山东
栖霞笏山金矿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事故22名被困矿工中，11人已经获
救升井，10人确认遇难，另有1人仍在搜寻。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总指挥、烟台市市长陈
飞介绍，经过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24日11时13分
至15时18分，先后有11名被困矿工安全升井。11
名升井矿工都已得到很好的医疗救治。10名遇难
矿工遗体已全部升井。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剩余的1
名失联人员。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鑫富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暨王星：
我司现因贵司无法按期履行紫竹园二期二标电影院看

台《钢结构工程分包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
于2021年1月22日向贵司暨王星送达了律师函，告知我司
终止与贵司合作，要求贵我双方协商处理终止合同的相关事
宜。现我司鉴于贵司无任何实质性回应，故登报公告终止贵
我双方签订的有关电影院看台的钢结构工程分包协议及相
关补充协议，同时，我司保留追究贵司违约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海南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公 告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综合整
治项目施工招标代理、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

制价编制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综合整治项目位于国兴大道北侧，项

目西起海航豪庭，东至海南省政协，全长约 4.95公里，总投资约
2900万元，建安费约2400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1、施工
招标代理单位；2、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单位，请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分别以密封报价函，含具体金额、资
质、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资料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
止1月28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陈工；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海南益民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海口市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基地项目，该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长昌村委会罗案村。

A-01地块总用地面积35062.27m2，A-02地块26572.18m2，
两个地块总用地面积61634.45m2，本期建设总建筑面积45805m2，
拟建层数厂房1#：2F、厂房2#：2F、3#宿舍楼：5F、4#办公楼：5F；建
筑高度：厂房1#：14.32m、厂房2#：11.86m、3#宿舍楼：14.85m、4#
办公楼：19.85m。

总计容面积83817m2（其中：1#厂房建筑面积49830m2；2#厂
房27734m2；3#宿舍楼2663m2；4#办公楼3410m2；配电房180m2；
门卫室36m2）。不计容面积：244m2。建筑总占地面积39641m2(其
中1#厂房占地面积24566m2；2#厂房13690m2；3#宿舍楼527m2；
4#办公楼678m2；配电房180m2；门卫室36m2）。容积率：1.36；建
筑密度：64.3%；绿地率：10%；机动车停车位：31个。

为征求社会各界公众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1年1月26日至2月3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海口市琼山区政府网站（网址：
http：//www.qsqzf.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qsjs@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
室，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机关办公大楼4楼 431室，邮政编码：
57119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
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65891501,65898983，联系人：符月欢、李永安 。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月25日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海口市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项目规划报建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地块名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LC07-06-01-01地块

土地位置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

土地面积
（㎡）

14686.67

土地用途

医疗卫生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24m
开发期限
（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644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LC07-06-01-01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LC07-06-01-01
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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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
开发所必需条件。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
（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LC07-06-01-
01地块投资强度不低于42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25万元/亩，
年度税收不低于24.5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项目约定达产时间
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LC07-06-01-
01地块地上建筑须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二、竞买要求及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
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三）非琼海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
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在琼海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
司）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竞得人拟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公司中
应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四）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5日内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三、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到琼海市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到琼海市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
为2021年3月1日下午17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1年3月2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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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

1.起始时间：2021年2月18日上午9时整。
2.截止时间：2021年3月3日下午16时整。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Ir.hainan.gov.cn/。
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2.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
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

七、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联系电话：0898-
62811911，联系人：蔡先生。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6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21]2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名称

海储（2020）JJ008号地块

注海储（2020）JJ008号地块土地用途为商务商业混合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占20%商务金融用地占80%）

土地位置

嘉积镇金海路

土地面积
（㎡）

2001.45

土地用途

商务商业
混合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60m
开发期限
（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88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储（2020）JJ008号地块具备净地出
让条件的证明》，海储（2020）JJ008号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
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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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按照《关于印
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
〔2018〕7号）有关规定，海储（2020）JJ008号地块投资强度不低于300
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定控制指标。以上控制指标按规
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的3年内。

二、竞买要求及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
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三）非琼海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
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在琼海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
司）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竞得人拟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公司中应
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四）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5日内与琼海市招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三、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到琼海市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到琼海市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1年3月1日下午17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1年3月2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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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

1.起始时间：2021年2月18日上午9时整。
2.截止时间：2021年3月3日下午16时整。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Ir.hainan.gov.cn/。
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
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
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

七、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联系电话：0898-
62811911，联系人：蔡先生。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6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21]3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尘不染的长袍，油亮整齐的头
发，浓密的胡须掩盖不住坚毅的面
庞，这是马丽颖脑海中祖父马骏永远
的青春形象。

他有至真至纯的深情和忠诚；
他有烈火般燃烧的执着和激

情；
他，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

一位共产党员；
他一生都在为救亡图存奔走呼

号；
他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65岁的马丽颖，一生都在收集

祖父的各种资料。许多的故事，把
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百年前，去见证
这位共产党员风华正茂的青春。

我要牵着你的手

马骏出生在吉林宁安（今黑龙江
省宁安市）一个回族家庭。他热爱读
书，关心国家大事，父亲带回宣传十
月革命的俄文小册子，让马骏逐步接
触到新思想。他和杨秀蓉结为夫妻
后，不论走到哪，都紧紧牵着杨秀蓉
的手。

“奶奶常常讲起这件事。她说，
虽然难为情，但心里更多的是对爷
爷的信任和依赖。”马丽颖说。

不仅执意要牵手，就连杨秀蓉
这个名字，都是马骏起的。那时，许
多妇女随夫姓，杨秀蓉曾被唤作“马
杨氏”。

被新思想洗礼的马骏，看不惯这
样的习俗，不仅给妻子起了名字，家

里的女眷都被他重新拟了正式的名
字。“男女平等，我们要尊重女性。”马
骏说。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组建了
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
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夫妻聚少
离多，天津、北京、吉林……远赴各
地开展革命活动的马骏，常常是悄
无声息地离家、归来，如此往复。

即便是短暂的欢聚，也难掩这
位共产党员对孩子的爱。留着大
胡子的马骏，每次回来都要抱着孩
子亲昵好久，硬硬的胡茬总会惹哭
孩子。“奶奶和我讲，爷爷看见孩
子，‘死稀罕死稀罕’。”马丽颖温情
地说。

革命比生命更重要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
天津，学生们立刻组织起来。正在
天津南开学校求学的马骏，凭借出
色的组织能力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
领导人。

正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
罢市”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本来已经

同意罢市的天津商会，迫于政府压力
临时反悔。马骏听到这一消息，迅速
赶到商会，要求他们履行承诺。

会堂里，一位张姓商人接连质问
马骏：“马同学家在天津否？在天津
有财产否？在天津有家眷否？”马骏
均回答：“没有。”张姓商人又问：“马
同学家不在天津，在天津也没有财
产，可知道罢市给我们商人带来的损
失？”

听到如此挑衅之言，马骏反问张
姓商人：生命和财产哪个重要？张姓
商人回答：当然是生命。马骏激昂地
说：“马骏在天津既无家眷也无财产，
但有生命在此。今天我就用我的一
条命换你的财产！”

言罢，马骏一头撞向室内的
一个大木柱，当场头破血流，晕
死过去。在场的商人们大惊失
色，深受感动，会长当即表示立
即恢复罢市。天津的革命运动掀
起新的高潮。

别管我，让我和他们“骨碌”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

北，中共北方区组织被严重破坏。
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马骏奉调回到
北京，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当年
12月，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
捕。消息被秘密传到宁安，杨秀蓉
带着刚满3岁的小女儿，当掉所有
家当，急匆匆赶往北京。

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北京一个
胡同外，一位女子用尽全身力气，把
一个小女孩托举到高高的铁窗前。

“看得到吗？”杨秀蓉在外面喊。“看得
到。”阴暗的监牢传来马骏嘶哑的声
音，却难掩开心。

“下回你申请特殊接见，这样咱
俩就能在屋里见面，我也能抱抱孩
子。”马骏隔着一道墙和杨秀蓉大
声说。

第二次探监，马骏如愿以偿。
短暂的团聚，让阴冷的监牢里多了
些温暖，马骏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当杨秀蓉提出用钱“疏通”把马骏
赎出去时，可没想到，这一提议被
他严词拒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们今后能过上好日子。”马骏说，“你
要好好教育孩子，不要乱花钱，别管

我，让我和他们‘骨碌’（纠缠的意
思）。”句句叮嘱，在杨秀蓉听来，却是
锥心之痛。她知道，这一别，也许就
是永远。

1928年2月15日，马骏英勇就
义。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马骏还在用
洪钟一样的声音不停高喊：“中国共
产党万岁！”长长的胡须随风飘舞，他
正义凛然，面无惧色。

“爷爷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为了人民，他不惜牺牲生命。”马
丽颖说，“他的精神，我们会一直传承
下去，勇敢前进！”

（新华社长春1月25日电 记者
段续 徐子恒）

来生再牵你的手
——忆黑土地上的播“火”者马骏

新华社发（海报制作 赵禹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