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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列 作出表率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关系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系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关系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进行自我革命，必须从中央
和国家机关严起、从机关党建抓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相关
负责同志表示，由党中央召开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党的
历史上是第一次，意义重大。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
机关，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切实担
负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职责。

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
关，必须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中走在前、作表率。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
回答了新时代机关党建怎么抓、抓什
么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政治
性、指导性、针对性。”退役军人事务
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说，这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特别是政
治建设的高度重视。

中宣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
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
富，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要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我们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做好
总部机关党建工作任务重、责任大。”
中国银行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
和改进央企机关党建工作的重大意
义，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
来，把员工队伍管好用好，推动事业
更好地发展。

成绩显著 经验重要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绩，积累了重要经验。

全国妇联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
志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妇联
始终坚持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形成良
好的党建氛围，为下一步党建工作顺
利推进提供了扎实基础。加强和改进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要牵住责
任制这个“牛鼻子”，要牢记“抓机关
党建是本职、不抓机关党建是失职、
抓不好机关党建是渎职”，继续聚精
会神抓党建。

高举思想旗帜，强化理论武装。
中国文联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

志表示，中国文联要进一步推动理论
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加强理论修养，主动担当作为。“今年
是中国文联成立70周年，文联要认真
履职尽责，更加广泛地团结凝聚各方
面各领域的文艺人才，努力把文联建
设成为覆盖面广、凝聚力强、温馨和
谐的文艺工作者之家。”

实践证明，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
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
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

商务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要结合商务部实际，着力补短
板、强弱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全面抓好稳外贸、稳外资等
任务，切实把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
工作成效中。

展新气象创新局面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努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应急管理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要在做到“两个维护”上用
力用心，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
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
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与应急管理
工作结合，坚持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工
作有机融合，不搞“两张皮”。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我们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
来，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结合起来。”中组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坚持问题导向，发人深省，我们要直面
问题，解决问题，要有刀刃向内、自我
革命的勇气，切中要害，补齐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
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要强化责任
担当，履行好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工作的职责，指导督促各部门
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我们在深受鼓舞鞭策的同时，
更要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
汲取强大动力。”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党建督查室负责同志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承担的职责使命的再明确，
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
到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 96 号
——遵义会议纪念馆。84年前，一场
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
里召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上悬挂
着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刻
字，这是中国诸多革命旧址中罕见
的毛泽东亲笔手书。从纪念馆的大
门进入，一座镶红青砖的二层小楼
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议会址了。

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
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
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桌下
有一个火盆。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

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
州军阀柏辉章公馆。据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
史》记载，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
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
门厚重，巍峨气派”。15日晚，与会人
员从临街大门进入，穿越过厅，绕过
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的砖砌影壁，来
到位于主楼东走道的小客厅。

记者参观了按原貌陈列的会议
室，听讲解员讲述遵义会议的20名参
加者，如何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
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
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
的教训。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观了
解历史，遵义会议纪念馆中设立了
大型的裸眼3D情景展示，把人带回
84年前开会现场。

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
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
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
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
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作为主要军事领导者之一的李

德，从会议一开始就处境狼狈，别人
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
门口。3D展示重现了《红军长征史》
描述的一幕：“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
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
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
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
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
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
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
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东选为政
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
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
录。”纪念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
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
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
以及最终解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
作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
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

“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
闯新路、民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
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
遵义会议定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
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
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

《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
欢欣鼓舞。遵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
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
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
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
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
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
举行的，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新
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
了 4 年时间。直至 1957 年 7 月 1 日，
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
扩大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
达400万人次。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

药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
次来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
比在书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
能。“我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
起探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

‘长征’这个称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
出来的？我们经过考证，确定是在红
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
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究者保持
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念馆
副馆长张小灵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
分布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
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
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
和革命旧址，连接着“红军街”。在不
远处的红军山上，当地群众和外地
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着为给
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敌杀害的一名红
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
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
群众疾苦的感激之情。

据新华社

不断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明方向、催人奋进

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记者再走长征路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黄小希朱基钗高蕾

中央和国家机关离党中央最近，
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机关党建乃至
其他领域党建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辟论述了加强和改进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深
刻阐明了新形势下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的使命任务、重点工作、关
键举措，对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
方向、催人奋进，要自觉用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
动，着力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各项部署落实落地，不断开创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新局面。

甘孜福彩视窗

“揭秘”：这些幸运儿到底
是怎么花钱的！

来源：中彩网 编辑：甘孜福彩

双色球2019079期开奖号码:01 03 06 09 19 31 16
3D 2019184期开奖号码：0 6 0
七乐彩2019079期开奖号码：04 14 15 16 17 19 22 13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如果中了双色球一等奖，应该咋
个用喃？相信打开这篇文章的你一定
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小编就满足大
家的好奇心，选出了以下四类具代表
性的中奖者，一起来“揭秘”他们是怎
么花钱的吧！

第一类：一问三不知型
此类型占比较高，中奖者的口头

禅多为：“头脑一片空白”、“还没想
好”。毕竟几百上千万的奖金“砸”到
头上，确实容易发懵哈！中得 6 月 13
日双色球 2019068 期一等奖的成都
彩民就是典型的“一问三不知”。这位
帅哥时隔好几天才来兑奖，前一晚还
到投注站准备追号，销售员当时就震
惊了：“你这注号码上上期中大奖了，
809万元！你居然还不晓得啊！”

第二类：若无其事型
你可能会奇怪，有谁中了大奖会

当“无事发生”呢？这还真被小编碰上
了。5 月 28 日，双色球 2019061 期开
奖，南充彩民通过“9+1”复式投注中
得 850 万元。中奖大叔是这样说的：

“我们只跟娃娃说来成都办事，没提
中奖，不想他松懈自己，现在我们该

咋过还是咋过。”必须为大叔的良苦
用心点赞！

第三类：翻身当老板型
双色球让不少中奖者有了“给自

己打工”的机会。6 月 24 日，双色球
2019071期中得大奖的眉山、成都的
两位彩民一前一后领奖，他们是一位
90后的“小鲜肉”和一位70后的厨师
大哥。虽然年纪差距挺大，但谈到未
来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
业：“我想当自己的老板，希望把中奖
的幸运带到事业上!”

第四类：好运传递型
这类中奖者能把好运扩散，奉献

爱心，给身边人带来正能量。6 月 20
日，双色球2019071期开奖，宜宾彩民
中得583万元。中奖者领奖时表达了
想对宜宾长宁地震灾区捐赠的想法，
领奖次日，他真的兑现了承诺，通过宜
宾慈善总会向地震灾区定向捐款 20
万元！

不知你又会是以上哪类中奖者
呢？不管中奖与否，小编都希望每一
位彩民朋友能规划好属于自己的幸
福生活！

（紧接第一版）在此基础上，召开省委十
一届三次全会，结合新时代新使命新要
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等谋划部署，推动党的十九
大部署在四川具体化，确保各项工作始
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必须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始终与党
中央同心同德、对党绝对忠诚。省委坚
持把践行“两个维护”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和根本政治规矩，以高度政治自觉接
受中央巡视并着力抓好整改，彻底肃清
周永康流毒影响，扎实推进蒲波严重违
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严肃查处违
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问题，坚决清除
政治生态“污染源”，决不让违背党中央
精神、损害党中央权威的问题，以及口
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两面人”
在四川有任何市场。

必须在行动上令行禁止，确保党中
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
实。省委坚决落实“四个服从”原则，坚定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巴蜀大地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扎实抓好中央扫黑
除恶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和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集中开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5
个方面突出问题治理，自觉做到党中央
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
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是空
洞的、抽象的，是具体的，必须体现在治
国理政各方面，贯穿于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全过程，不断提高党把
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
定力，确保党始终处在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根本是要观大
势、议大事、谋大事。不谋全局者，不足以
谋一域。地方党委要知全局、识大局，自觉
在全局、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牢牢把住
前进的正确方向。省委坚定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发表重要讲
话、党中央每次作出决策部署后，省委常
委会都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始终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凡属全
省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都
紧扣党中央精神、结合省情实际列出若干
重点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
各地各部门、基层群众、党外人士、专家学
者、省决策咨询委等方面意见建议，在此
基础上召开省委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等
研究谋划、作出部署，制定政策措施，确保
四川工作始终在全国大局下行动。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重点是要改进
和完善领导方式、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党
的领导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是全面的、系
统的、整体的，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
织领导的有机统一。省委常委会定期听
取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
察院党组和省直部门党组（党委）、市

（州）党委工作汇报，支持和保证省人大、

省政府、省政协、省司法机关、省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发挥职能作用，依
法或依照章程开展工作；以全省机构改
革为契机组建或调整省委各工作委员
会、各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各类专题会议
研究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全省上下
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同频共振，凝聚形
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关键是要善于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各项事务、
切实增强依法治理能力。我们党的执政
方式是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善于使
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省委坚持把依法治省摆在突出位置来
抓，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加强对制定地方性法规
的领导和指导、紧扣全省中心工作推动
重点领域法规和规章制度建立，加强法
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高政府及其部门依
法行政能力，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促进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广泛开展宪
法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推动干部群众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动全社会形成了法
律至上、依法办事的善治良序。

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全面加强党的
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抓好政治建设这个
根本性建设，更加重视思想建党、制度治
党，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推进正风反腐，
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党内
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更加坚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
伟大社会革命。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
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这些年四川政治生态发生了可喜变
化，但我们清醒认识到，对周永康流毒影
响不可低估，对其给四川政治生态造成
的损害不可低估，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还
需持续用力。省委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根
本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
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着力构建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特别是持续用力
正风肃纪，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坚决防止“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反弹回
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
全完善监督体系，全面加强巡视巡察，深
入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等专项治理，坚决遏制基层“微腐
败”。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分
层分类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持续
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各级党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新时期好
干部标准，突出政德导向、为民导向、担
当导向、实干导向、廉洁导向、公认导向
选人用人，加强班子队伍专业化建设，实
施干部递进培养计划和人才强省战略，
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人才队伍，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提供了坚强保证。

毫不动摇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贯穿治蜀兴川事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经本合作社决定合作社注销，请本合作
社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
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康定市煌锶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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