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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强调，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
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
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
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
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
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
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教育引导全党
自觉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进
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
斗的昂扬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
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
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
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
点。”在井冈山上，坚定的共产党人高
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红旗
下，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
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
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
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
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
奇迹；在宝塔山下，老一辈革命家和老
一代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动中国
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
性转折……回望历史，我们党之所以
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
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
命的强大精神。

精神的伟力，总能带来心灵的震
撼。1936年和1939年，美国记者斯诺
两次采访延安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盛赞这种精神、力
量、热情是人类历史丰富灿烂的精华，
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革命精神
伴随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在时间的
坐标上形成了精神长河。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
争精神、推动伟大实践，在各个历史时
期淬炼锻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
大精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
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
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
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
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
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
中。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蕴含着我们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养初
心、淬炼灵魂，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
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的丰富源泉，是
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
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扎实深
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要求“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强调“加
强党性修养”，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明确“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调
“保持斗争精神”，革命精神和红色基
因穿越时空、薪火相传，广大党员干部
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在实
践中，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品质和斗争
精神斗争本领得到锤炼，全国各族人

民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为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
供了有力政治保证和强大奋进力量。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
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
怠的心态。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正是要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
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做到理想信念更加
坚定、政治品格更加纯粹、斗争精神更
加昂扬、奋斗激情更加饱满。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
光明。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面临着难得
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要深刻懂
得，在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
多么不易！在这个关键当口，容不得
任何停留、迟疑、观望，必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越是
接近奋斗目标、越是面对风险挑战，就
越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发
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
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
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奋斗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奋勇前进。通过党史学习教育，
全党同志要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
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
神，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中，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
精神史诗。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
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
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
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
牲。一百年来，革命精神如火炬，又
如明灯，始终照亮前行的道路，激荡
起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伟大力量，
推动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越
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从一艘
小小红船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
巍巍巨轮。展望未来，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
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始终站
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
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党
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部署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具体措施。

《意见》指出，预算体现国家的战
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
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宏观调控的重
要手段。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更加有效保障和改善民
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更好发
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意见》提出，进一步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预算法定，坚持目标引领，
坚持底线思维。《意见》明确了 6个
方面的重点改革措施。一是加大预
算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
力。规范政府收入预算管理，加强
政府性资源统筹管理，强化部门和
单位收入统筹管理，盘活各类存量
资源。二是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推
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加强重大决策
部署财力保障，合理安排支出预算
规模，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推进支出标准
体系建设。三是严格预算编制管

理，增强财政预算完整性。改进政
府预算编制，加强跨年度预算平衡，
加强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完善政
府财务报告体系。四是强化预算执
行和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
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推动预算
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优化国库集中
收付管理，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
能。五是加强风险防控，增强财政
可持续性。健全地方政府依法适
度举债机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
险隐患。六是增强财政透明度，提

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改进预
决算公开，发挥多种监督方式的协
同效应，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系统
信息贯通，推进部门间预算信息互
联共享。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到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重要意义，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主动谋划，精心组织，
扎实推进改革，推动预算管理水平再
上新台阶。

国务院印发《意见》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我国将着力解决
新市民住房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13日公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
点任务》明确提出，以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
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
农业转移人口、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住房问题。

任务要求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增强
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
展方式，提升城市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任务强调，着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
宜、多策并举，稳定地价、房价和预期，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序扩大租赁住
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合理调控租金水平。

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任务
提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推动进城就业
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
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
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便捷落户。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
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
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落户政策要对租购房者同等
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徐壮）13日
上午，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
晓。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
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
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
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
们磨盘村山城遗址等10个项目，经过21位终评
会评委的讨论、投票后当选。

宣布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入
围终评的20个项目中有不少是“考古中国”项目新成
果，也有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新发现，这些项目涵
盖了现代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夏文化研究、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丝绸之路考古等重要学术领域。

本届评选终评的项目汇报会和新闻发布会，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2020
年度中国考古的最新成果、最重要的发现，吸引了
众多“文博粉”的关注。

4月13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
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中，中国
队通过加时赛以2比2战平韩国队，从而以总比
分4比3胜出，晋级东京奥运会。

图为中国队球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中国女足
拿下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根据《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关于印发<

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260号）

及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办公室的有关要

求，结合我省数字影院建设实际，现将

2021年中央补助我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分配表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4月14日-4月20日，共7天。

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

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说明理由和事实依

据及意见提出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65227238、65321971（传

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

4号楼海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2021年4月14日

海南省委宣传部关于2021年中央补助我省电影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公示

2021年中央补助我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分配表
序号

合计（由宣传部划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影院编码

46010801
46021701
46022701
46021601
46022001
46022101
46032601
46031301
46021101
46030801
46022301
46023301
46032301
46022501
46023601
46011001
46021301
46023101
46040401
46020601
46120101
46031701
46050301
46023401
46180301
46060401
46032501
46020801
46021001
46022901
46023001
46100201

影院名称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
海口万达影城海航日月广场店
海南省海口市CGV星聚汇影城国贸店
海口星轶IMAX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宜欣影城
海口秀英万达广场店
海南省三亚市中视国际影城(蓝海华庭店)
海南三亚红树林电影世界
海南海口康大纵横国际影城
三亚中视国际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国际影城远大店
海南省海口市博视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盛唐时代国际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星橙国际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国际影城（南亚广场店）
海口万达影城万国大都会店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幕森国际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中视国际影城(海垦店)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越幕影城
海口金逸星海湾影城
华人国际东方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佳润影城
儋州恒大嘉凯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恒视LUXE巨幕影城
海南省陵水县中影南方MX4D影城
海南省澄迈县金秋国际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SFC上影国际影城汇丰店
海南海口大地影院望海国际店
海南省海口市时代华纳国际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国际影城（绿地灵山店）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嘉美巨幕影城
海南省临高县大地影院城市购物公园店

工商注册名称

海口中影南国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海航日月广场店
希界维（海口）影城有限公司
海口星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宜欣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秀英万达广场店
三亚中视电影城有限公司蓝海华庭分公司
三亚红树林电影工坊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康大纵横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三亚中视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口中影飞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博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亚盛唐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口星鑫新世界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中影华映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口市幕森影城有限公司
海口中视电影城有限公司海垦分公司
琼海飞捷市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东方之星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佳润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恒大嘉凯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儋州恒大名都分公司
海南新润影业有限公司
陵水中影影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金秋影院有限公司
三亚山河海影业有限公司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海南时代华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口中影环银影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嘉美影城有限公司
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

活动或项目

放映国产影片成绩
突出影院奖励

放映国产影片成绩
突出影院奖励

拨付金额
（万元）
163.45
9.46
8.85
7.5
8.31
7.28
5.88
5.74
5.47
5.51
3.58
3.44
3.36
3.2
2.88
2.93
2.92
2.56
2.64
2.75
2.3
2.37
2.25
2.19
1.98
2.08
2.13
1.96
2

1.92
2

1.87
1.94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46080201
46022601
46022401
46022201
46020201
46020501
46060201
46040201
46031601
46070301
46021401
46030901
46031801
46021901
46110101
46090201
46190201
46080101
46180401
46130301
46021501
46031001
46040101
46023201
46032801
46033001
46033101
46190101
46120201
46032001
46032401
46031501
46160101
46010101
46140101
46080301
46130201
46180201
46080401
46170101
46023501
46110201
46180501
46040501
46060301
46070501
46032101
46030701
46200101
46080501
46023701

海南万宁春天国际影城华亚欢乐城店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南方国际影城海秀店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佳都国际影城海口京华城店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南方影城
海口奥斯卡亚豪电影城
三亚明珠电影城
澄迈万达影城
琼海时代宝真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中影丽禾国际影城
海南省文昌市中影禾盈影院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100都市影城金棕榈店
三亚中影UL城市影院
海南省三亚市IDC亚龙湾店
海口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海口居然之家店）
中央绿园影城
海南省定安县中影天安国际影城
海南省昌江县中视国际影城(恒基店)
万宁华影影城
海南省陵水县中影巨幕烽禾影院
海南省乐东县中视国际影城黄流店
海南省海口市好莱坞城市影院
三亚中影UL城市影院一方店
琼海中影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海经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威丽斯影城三亚店
海南省三亚市恒大嘉凯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中影银龙星悦影城
海南省昌江县兴业影城
东方尖峰影城
三亚市吉影香港影城
三亚天蓝影院
三亚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海南省五指山星光翡翠国际影城
海口海秀银龙影城
海南省琼中星光百花国际影城
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国际影城
海南省乐东县金帝国际影城
陵水阿罗哈影城
海南省万宁市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保亭文化中心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泰禾影城观澜湖店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宸昌影城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威丽斯影城陵水店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影城
海南省澄迈县银河欢乐影城
海南省文昌市正商激光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耀莱成龙尊荣影城亚龙湾店
三亚瑞吉私家影院
海南省三沙市银龙电影院
海南省万宁市兴隆镇石梅湾希尔顿逸林影院
海南省海口市中影泰得影城桂林洋店

万宁春天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中影南方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佳都影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中影新干线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口奥斯卡亚豪电影城有限公司
三亚明珠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老城分公司
琼海时代宝真影城有限公司
三亚丽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文昌中影禾盈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尚影影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优珑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星梦电影城有限公司三亚亚龙湾分公司
海口耀莱成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屯昌鑫河电影城有限公司屯昌（中部）电影城
海南天悦影城有限公司
昌江中视电影城有限公司
万宁华影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烽禾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乐东中视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锋行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亚一方影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琼海中影电影城有限公司
海经（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市玖达影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恒大嘉凯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三亚银龙影业文化有限公司
昌江兴业鑫电影文化有限公司
东方尖峰电影城有限公司
三亚吉影传媒有限公司
三亚天蓝影院有限公司
三亚万娱天一影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五指山星狐影院有限公司
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海秀银龙电影城
琼中星光百花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兴隆风情街电影文化有限公司
乐东金帝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阿罗哈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南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
保亭群欢影业传媒有限公司
海口市泰禾福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县宸昌影城有限公司
陵水威丽斯影业有限公司
海南慧博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澄迈银河欢乐影城有限公司
海南正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耀莱成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三沙银龙电影院
万宁凯德投资有限公司兴隆希尔顿酒店分公司
海南华影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放映国产影片成绩
突出影院奖励

放映国产影片成绩
突出影院奖励

放映国产影片成绩
突出影院奖励

1.84
1.66
1.64
1.53
1.61
1.6
1.45
1.38
1.4
1.42
1.37
1.31
1.14
1.17
1.16
1.16
1.07
1.06
1.02
1.04
1.02
0.93
0.9
0.74
0.76
0.75
0.7
0.69
0.65
0.59
0.61
0.63
0.59
0.54
0.49
0.46
0.44
0.38
0.4
0.32
0.34
0.32
0.31
0.3
0.26
0.26
0.17
0.17
0.16
0.15
0.14

序号 影院编码 影院名称 工商注册名称 活动或项目 拨付金额
（万元）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今
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8.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2%，
外贸复苏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
析司司长李魁文当天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外贸
进出口实现“开门红”。约8.5 万亿
元的大盘子中，出口4.61万亿元，增
长 38.7%；进口 3.86 万亿元，增长
19.3%；贸易顺差 7592.9 亿元，扩大
690.6%。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表现不

俗，活力持续增强。一季度，我国
民营企业进出口 3.95 万亿元，增长
42.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6.7%，
比去年同期提升 4.4 个百分点，继
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
地位。

从贸易伙伴看，一季度，东盟、
欧盟、美国和日本是我国前四大贸易

伙伴，分别进出口1.24万亿元、1.19
万亿元、1.08万亿元和5614.2亿元，
分别增长 26.1%、36.4%、61.3%和
20.8%。

值得一提的是，同期我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贸易伙伴
进出口分别增长 21.4%和 22.9%。
这表明，在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

保持增长的同时，我国外贸更加多
元化。

数据还显示，一季度我国出口机
电产品2.78万亿元，增长43%，占我
国出口总值的60.3%，较去年同期提
升1.7个百分点。同期，我国防疫物
资出口保持增长，包括口罩在内的纺
织品出口增长30.6%。

进口方面，一季度我国主要大宗
商品进口量增加。其中，进口铁矿砂
2.83亿吨，增加8%；原油1.39亿吨，
增加9.5%；天然气2938.8万吨，增加
19.6%。同期，我国进口大豆2117.8
万吨，增加19%；玉米672.7万吨，增
加 437.8%；小麦 292.5 万吨，增加
131.2%。

李魁文表示，我国外贸运行的
积极因素继续增多，但世界经济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外贸发展面临诸
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海关将以
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确保“十四五”外贸开好局、起
好步。

稳健复苏！
我国一季度外贸同比增长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