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461
洪庆云 灵川县人民政府 灵川县机关事

务管理局

灵川县灵南路 9号
21栋 1单元 2、 3

楼 202号黄润秀 灵川县木材公司

2 1462
赵成孙 灵川县人大常委会 灵川县机关事

务管理局

灵川县灵南路 9号
20栋 1单元 4楼
301号阳戊英 灵川县妇幼保健院

3 1463
宋景秀 灵川县第一中学 灵川县第一中

学

灵川县石狮路 3号
3栋 1单元 4楼 7

号黄雄 桂林联合收割机总厂

4 1464
武林龙 桂林市公安局

桂林市公安局 八里街八定路口北
面 1单元 17楼 4号李青云 桂林工商银行

5 1465
黄义结 桂林水文工程地质勘察院 桂林水文工程

地质勘察院

八里街地质勘察院
1栋 1单元 3楼 2

号莫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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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谭旺林遗失平乐鑫福 188 号船《内河船舶
检验证书簿》，编号：201753400096(船舶识别
号：CN200 0 3 8 9 5 9 8 6 ，船检登记号：
2001K5300014)；遗失平乐鑫福 189号船《内
河船舶检验证书簿》，编号：201753400095(船
舶识别号：CN20004687650，船检登记号：
2001G5300011)，声明作废。
▲桂林市全康大药房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公章编号：4503000038862)，声明作废。
▲桂林市临桂区金水湾嘉屹幼儿园遗失桂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对公账户
(660012036792800010)的开户许可证一
张，核准号：J6172000425201，声明作废。
▲蔡炜遗失军官证壹本，军官证号为：军字第
0160750 号，声明作废。
▲全德金遗失桂 C10389(黄色)重型自卸货
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为：桂 450323516480
号，声明作废。
▲莫清林，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其母姓
名莫秀妹，原出生证编号：M450953728，签

证机构：灵川县妇幼保健院，声明作废。
▲桂林益源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2008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版)，发票代
码：4 5 0 0 1 6 2 3 2 0 ，发票起讫号为：
25151535-25151634，声明作废。
▲王灵强(身份证号：450323198406150916)
遗失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编号为：
450800031909270019，声明作废。
▲罗程耀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为：1451300219，声明作废。
▲蒋建萍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件编号
为：4503000015000790，声明作废。
▲黄长秀遗失残疾人证，身份证号为：
450311195108190048，声明作废。
▲史甲春遗失唐连宇（ 11 排 2 行-22）骨
灰管理卡，声明作废。

公告
本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桂林车务段劳动服务公司

根据《灵川县房改房上市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以
下进入市场交易的房改房进行公示，请广大市民监督。公 示

本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若发现上述上市申请人违反房改政策多处购买公有住房、
集资建房的，请拨投诉电话：0773-6816859

序
号

编号
申请人姓名

配偶姓名
申请人购房时工作单位

配偶购房时工作单位
原产权单位 房屋地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是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主题教育取得
实效的重要保证。

第二批主题教育层级下移、线长面
广，越往基层，越要从实际出发，注意防
止层层加码，防止各种形式主义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第二批主题教育做到
“四个注重”，第一条就是“注重分类指
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明确要求，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
果，以好的效果检验好的作风。

发扬好的作风，就要在加强分类指
导上下真功夫。要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
域、不同对象特点，科学合理作出安排，
改进指导方式，增强实际效果。要防止
“上下左右一个样”的问题，进一步完善
措施、增强针对性，明确各领域应该重点
抓什么、怎么抓，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到
位，既落实统一要求，又因地、因单位制
宜。要防止“不平衡”的问题，对薄弱领

域、单位加大指导力度，补短板、强弱项。

要防止出现“盲区”，对一些行业协会、商
会、学会、研究会等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以及大量
流动党员，不能遗漏，确保全覆盖。要本
着举措服从效果、形式服务内容，切实把
每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坚决防止重
“形”不重“实”，坚决避免急于求成、急功
近利，坚决反对搞华而不实的所谓“创
新”。

发扬好的作风，就要扎扎实实落实
好各项措施和要求。中央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对推进主题教育工作提出了不少具
体措施和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要认真领会、贯彻落实。学习教育要
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聚
焦主题深学细悟、细照笃行，不对写读
书笔记、心得体会等提出硬性要求；调
查研究要树立鲜明的问题导向，注重实
效，不搞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秀式”
“盆景式”调研；检视问题要把问题找

实、把根源挖深，不能避重就轻、避
实就虚，检视剖析材料不搞官样文
章；整改落实要把“改”字贯穿始
终，真改实改、攻坚克难，不能搞表
面整改、纸上整改、虚假整改，不能
虎头蛇尾、久拖不决。注重实际效果，
解决实质问题，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那
一套，就能让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发扬好的作风，就要着力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主题教
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衡量主题
教育的成效要看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
关切，注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紧迫问题，用群众获得感来检验主题
教育效果。要拿出务实的行动、过硬
的举措，解决问题雷厉风行、见底见
效，面对难题敢抓敢管、敢于担责。

要坚决防范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
成效不彰的现象，坚决杜绝“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虚假工程”，决

不搞花拳绣腿，决不摆花架子。要认
真落实“基层减负年”的各项要求，
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抓学习、抓
落实、抓整改，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服
务群众、推动发展。

天下事，以实则治。各级党委
（党组）要切实担负起抓好本地本单
位主题教育的主体责任，认真研究推
进，抓好督促落实，及时校准偏差，
强化跟踪问效，确保各项重点措施落
到实处。各级指导组和巡回督导组要
重心下移，加强研判预判，及时发现
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以严
的精神、实的作风开展督促指导，有
效防范主题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和各种偏差。只要我们
发扬好的作风、坚持效果导向，对准
目标、积极推进，把党中央的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就能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
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庆祝活
动是在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朝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进的一次伟力凝
聚；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全体中华儿女对共同理想所
作的一次豪迈宣示；是在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华人
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并
且愈发蓬勃、愈发健强的一次盛大亮
相。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
国庆 70 周年活动成功举办的重大意
义，充分肯定庆祝活动筹办工作，面向
未来发出奋斗号召，激荡起亿万人民团
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礼赞英雄的

庄严致敬，意气风发的群众游行，载歌
载舞的纵情联欢……国庆盛典的一幕
幕，让广大中华儿女热泪盈眶、心潮澎
湃，在全国人民心中刻印下美好的集体
记忆。这一国之大典，气势恢弘、大度
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充分展示
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辉煌成就，有
力彰显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
神，极大增强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活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在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努力。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这次庆
祝活动， 20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
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 70 华诞，数
万群众以欢歌热舞点赞共和国、讴歌新
时代，众多的人员，空前的规模，能够
组织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深刻诠释

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生动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
心、砥砺奋进的伟大力量。

国庆盛典启示我们，团结就是力
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回望
新中国 70 年奋斗历程，团结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
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征程上，高举团
结的旗帜，汇聚奋斗的力量，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开拓进取，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
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
步伐。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朝着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

性地得到解决，“民亦劳止，汔可小
康”的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
中实现。前景无限光明，挑战依然严
峻。越是接近目标，越是任务艰巨，
就越要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团结奋斗。发掘好、利用好国庆盛典
留下的精神财富，进一步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团结精神、奋斗精神等精神
力量，必将凝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庆祝活动
筹办工作有关方面代表时，习近平总
书记勉励大家奋发有为、再立新功。

盛世盛典聚同心，抖擞精神再出发。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共同创造
新时代中国的新辉煌！（据新华社）

70 年不懈奋斗，70 年同心筑梦。习
近平总书记听取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
总结报告时指出，庆祝活动是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全体
中华儿女对共同理想所作的一次豪迈宣
示。盛典鼓舞人心，梦想召唤未来，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华儿女追梦圆梦、再
创辉煌注入强大信心与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激励中华
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从
“建国伟业”“当家作主”“艰苦奋斗”到
“春潮滚滚”“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再
到“区域协调”“脱贫攻坚”“美好生
活”……国庆盛典上的一个个群众游行
方阵，犹如一部流动的奋斗史诗，讲述着

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矢志复兴的艰辛历
程，展现着亿万追梦人的豪情壮志。从一
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缺衣少
食到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到
百业兴旺，从饱受欺凌到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新中国 70 年书写了人类
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抚今追昔，我们无比自豪；面向未
来，我们充满自信。70 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勇于探索、不断
实践，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人民意气
风发走在了时代前列。今天，一个朝气蓬

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
立于世界东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追梦之路从无坦途，攻坚克难未有
穷期。70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披
荆斩棘、艰苦创业，历经千难万险，吃尽
千辛万苦，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
能，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伟大奇迹。

中国今天美好的一切，是中国人民自己
干出来的。踏上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有底气、有自信继续奋斗，朝
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这种底气与自信，来自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来自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巨大优越性，来自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积累的丰厚物质和精神财富，来自亿
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辛勤奋斗。沿着
复兴之路砥砺奋进，向着伟大梦想团结
奋斗，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一砖一瓦去建，共和国大厦
将更加巍峨壮丽；一点一滴去做，美好
梦想就会不断照进现实。把庆祝活动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奋进新时
代的强大动力，汇聚近 14 亿中国人民
的顽强拼搏，巍巍“中国号”巨轮必将
乘风破浪，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
彼岸。 （据新华社）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
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
之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把学习教育摆在首
位、贯穿始终，这是党中央的部署
要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
求，抓好抓实学习，就是抓住了主
题教育的“灵魂”和“根基”。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
之。”近日，继全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之
后，市四家班子党员领导干部“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读书班暨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在
市委党校举行，以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
题，紧扣“理论学习有收获”的目
标，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进
行了为期 4 天的集中封闭自学、集
中研讨。这为全市实现高质量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特别是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做到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发挥了
“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

领导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就
应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学习作
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做到好学勤学，不断提升
学习本领，克服本领恐慌，以学增
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发挥学习
的表率作用，做到靠本领立身、靠本
领引航，提高执政能力与水平，更好
地担当新使命、完成新任务。

领导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就
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远大理想，

能忍受“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
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心
通读苦学，即使“衣带渐宽”也
“终不悔” ；要在知行合一中
“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
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
悟真谛。重视和善于学习，是我
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
统，也是党的一个重要政治优
势。新时代领导干部不仅要加强
学习，增加学习的力度、韧度和
厚度，而且要善于学习，提高视
野的宽度、思想的深度和事业的
高度，唯有 “深学”方能 “笃
行”，唯有“善学”方能致远。

领导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
就要秉承 “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的理念，以好的作风开展主
题教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避
免重蹈“纸上谈兵”、“虚谈废
务”的覆辙。要把学习党史、国
史等知识作为必修课，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传承红色基因，更要发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当
好“领头羊”，做好“领路人”，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对标对表，拜人
民为师，先学一步、学深一些，带着
问题学，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先改起来、改实一点，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最大程度把广大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激发出来，凝
聚起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
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桂林市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

当我们呱呱坠地，一张床就是
世界；当我们老了，同样的情形出现
了：我们需要一张安全、方便、洁净
的养老的床。银发浪潮面前，要政府
市场协力、城市乡村统筹、家庭社区
共建，破解养老“一床难求”课题，做
好“一张床”温暖文章。

让每一个人都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既是政府责任，又是家庭责
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
企业、个人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政府要在老龄化社会发展规划、
养老制度建设方面提供支撑。当前
要按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坚持政府支持、社会运营、
合理定价，推动城企合作，参加的城
市要切实实现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
位 40 张、护理型床位超过 60% 目
标。要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不
断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满足社
会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增强老年人
及其家庭和全社会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人都会老，不论在乡村还是在
城市。破解养老“一张床”课题，
要统筹城市与乡村，把养老问题放
到城乡融合的大局中考虑。按党中
央要求， 2020 年解决 1 亿人的城
镇落户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与
社会的系统工程，包括城乡养老统

筹。随着城市打工者的长期定居
化，以及外来老人为城市子女照
料孩子等因素，我国城市外来人
口老龄化是一个新现象，也体现
了统筹城乡养老问题的迫切性。

统筹解决城乡养老问题，为打破
城乡二元化格局所必需，也是为
城市人口解决后顾之忧的客观要
求。我们的国土空间规划，要坚
持城乡一体，统筹人、地、钱等
要素，使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
等与应对老龄化问题互相借力、
协同解决。

一张床连着一个家，一张床
连着一生记忆。解决养老问题，
还要立足社区，更好实现就近养
老、居家养老。我们生于斯、长
于斯的社区，本身就是一种莫大
的心理慰藉。党中央高度重视社
区工作，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
“最后一公里”，是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城市管理
和服务力量下沉，社区养老问题
是一个试验田和试金石。基层党
组织要发挥堡垒作用，通过自治
章程、居民公约等，弘扬爱老尊
老的公序良俗，引导居民互帮互
助，崇德向善，把社区养老平台
建成为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
的重要抓手。 （据新华社）

领导干部

要做学习的表率
□唐宁远

新华时评

“一张床”有大文章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发扬好的作风 确保好的效果
——— 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人民日报评论员

伟力凝聚激发奋进豪情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时重要讲话精神之一

□新华社评论员

豪迈宣示彰显伟大梦想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时重要讲话精神之二

□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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