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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洪鹏）7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2021年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有关情
况。记者从吹风会上获悉，近期，将选择重
庆、四川、陕西等11个省市区为试点，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在四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司长许树
强介绍，将开展以医院为单位和以省（市
区）为单位的试点，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以医院为单位的试点工作，将选择改
革意识强、创新能力足、学科基础扎实、区
域优势明显、提升空间大、带动效应好的大
型三级甲等医院作为试点，推动医疗技术
和医院管理的升级换代、创新发展，逐步提
高医院病例组合指数（CMI）、四级手术占
比、医疗服务收入占比、人员支出占比、人
员薪酬中固定部分的比例等指标，使医院
的运行结构、运行机制更加趋于合理、趋于
良性，建设人性化、功能化、智能化的现代
化高水平高质量样板医院。

以省（市区）为单位的试点工作，将选

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重
庆、四川、陕西、青海、宁夏11个省市区为
试点，充分发挥这11个地方的先行先试作
用，统筹推进辖内各级各类公立医院的高
质量发展。

另外，指导全国公立医院抓好国办文件
的贯彻落实。推动各地党委政府强化对公
立医院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
督责任，统筹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体
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在政府
投入、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方式、人事薪

酬制度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为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我国本土疫情都已经阻断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绍，现
在我国本土疫情都已经阻断，疫情都是输
入疫情所引发，所以外防输入是当前工作
的重点，人防、物防要同时发力才能有效阻
断疫情的输入。

近期广州、深圳、云南瑞丽等地方相继
出现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但
这些都是由新冠“德尔塔”病毒变异株导致。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声明
本人徐成海，身份证号：34242319950316

1672，房号新鸥鹏教育城二期5幢23-9，因个人
原因遗失央著天域项目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之《业
主子女入读协议》，入读协议编号:1900351。现
向贵公司申请遗失并办理更名手续，谢谢！如后
续发生的一切与入读协议相关纠纷问题，均与贵
公司无关，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本人承担。

申请人:徐成海 2021年7月8日

◆重庆戈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5001038015967）声明作废◆遗失聂林曈《医学出生证明》编号R500183503作废。◆云阳县国银典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了重庆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2019年9月发放的典当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编号：55101A10010，声明作废。◆遗失柴青青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800102019000306作废◆渝北区龙塔街道钦平健康咨询服务部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20219922，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枇杷山正街42号9-3吕宗贵（51020219
4709015528）重庆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证声明作废◆遗失石峻涛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50011247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嘉立科技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5001
09MA60HRKT9F）公章壹枚，财务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新鸥鹏·拉菲公馆幼儿园与车库方案调整的公告
新鸥鹏·拉菲公馆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

新鸥鹏·拉菲公馆工程位于江津区双福新区
E02-3/02号地块，项目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现项目建设单位重庆江鸥置业有限公司申请
对经审批的幼儿园与车库设计方案进行调整。该
项目调整情况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 2021 年 7月 10日至
2021年7月16日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
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
现场对调整内容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
内容请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
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查看，
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编：402260 电子邮箱：393522718@qq.com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7月6日

重庆城建工程设计研究所遗失
2007年4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5563；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渝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2014年11月开具的渝中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渝中区法院审判法庭迁建工程
勘察外业见证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号
码：03353138，￥12000元，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和记黄埔地产（重庆两江新区）有限公司管理

的玥湖园销售中心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玥湖路1
号。为销售案场，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重庆玥湖
园销售中心秩序维护服务：1、独立法人企业，公司成
立不少于3年；2、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RMB1000
万；3、具备保安服务许可证或相关资质证明；4、能
提供不少于3个最近3年内曾承接重庆市高档楼盘
秩序维护之项目合同参考数据，高档楼盘物业服务
费单价不低于2.5元/月/m2、或销售案场秩序维护服
务经验，每份合同总价不少于人民币150万；5、投标
单位须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有意投标公司须
于2021年7月13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
到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
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21年7月22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 系 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236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遗失重庆市巫溪县文峰镇利民村村民
委员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巫溪支行文峰分理处开户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679000253002作废

慎重声明
本人唐多纳为乐养乐健康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股东，至2021年4月起乐养乐健康科技（重庆）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人及法人失联，多次联系问询无
果，本人为公司前景非常堪忧，经慎重考虑决定退
出乐养乐健康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股东资格，并登
报告知法人葛伟一周内到公司注册地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相关脱离手续，若逾期不到场办理，法人
葛伟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时，见报日起所有公
司企业行为均与本人无关，另公司成立之日起至今
若有违法行为，本人愿意配合所有合作伙伴和合作
单位采取一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声明人：唐多纳 2021年7月8日

重庆新长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渝ADC7287道
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6048316号作废
重庆新长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渝ADD7531道
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6049332号作废

认尸公告
2021年7月6日在永川区朱沱镇海
事趸船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
长1.7米，约45岁，穿浅色短袖、淡
蓝色内裤，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公
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流域男尸914#1.75米，约35岁，浅
色平角内裤、浅色短袜，916#1.65米，约
30岁，黑色短袖T恤、蓝色平角短裤；女
尸915#1.6米，约35岁，头发齐肩，穿蓝
色牛仔长裤，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遗失声明：胡素华遗重庆恒大鑫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收据3份，房号:恒大中央广场11-303号房，契税收据
编号：zygcn00035414,金额：49084.65元；契维修基金
收据编号：zygcn00035415,金额：9917.6元元；房款收
据编号：zygcn00035413,金额：666155元；声明作废

◆遗失丰都县天亿建材经营部公章5002307018192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游园管理处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本) 事证第150010800116号声明作废◆遗失田颖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580020170500518作废◆遗失马小亚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82373作废◆遗失罗琳丹，熊美军之女熊欣灿于2015年1月12日在重庆市
梁平区袁驿中心卫生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O500135022作废◆声明：方俐、张慧遗失荣盛华府-二期-38号楼-104购房
票据1张，票据编号0001227，金额89125.7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朝霆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002211065769）声明作废

房屋出租
重庆市渝北区天诚小区6套，每套160平
方，2单元1-1，1-2，1单元2-1，2-2，3-1，
3-2。月租三千，一年一签，保证金1万。不
得转租，不得随意隔断，违者将扣完保证金。
联系电话：02362552559 联系人：彭老师

公告
经重庆市合川区长松房屋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762651977L）
股东会决议，决定将重庆市合川区长松房屋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清算注销。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是公司成立由张钦为组
长，戴兴梅、袁艳、沈柳、夏宁鲔、宁海、黎国强、
胡大宏为成员的清算组，负责公司清算工作；
二是请公司债权人和债务人持有效证明资料
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之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三是请合法取得房屋产权的产权人
（含合法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
证明资料向公司申请办理房屋产权变更过户
登记手续。如债权人、债务人、房屋产权人逾
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和房屋产权变更登
记，视为放弃权利，并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申报地址：重庆市璧山区双星大道369号2号楼3楼
联系人：黎国强，联系电话：023-41426404 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长松房屋销售有限公司2021年7月9日

◆江津市嘉乐金泉电器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3811800457、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李镒鑫保险执业证02000050023080020180703179作废◆遗失付道轩保险执业证00000550023001502019000027作废◆遗失谢婵娟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580002019001095作废◆遗失杨嘉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76953作废◆遗失杨佳欣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18995作废◆遗失渝北区鼎君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120160493声明作废◆遗失周光珍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4604908602作废◆遗失戚华忠511221198006134051吴小琴50023419861201
8324之女戚诗画2015年10月10月出生证号P500085968作废◆遗失丰都县锦玲苗木种植场公章
1枚，编号5002307016669作废◆遗失杨镇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58200)，作废。◆重庆代祥动力有限公司遗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渝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963202，声明作废。

◆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有限公司张欣购买重庆富力院
士廷3C-G4-13-3号房定金收据（编号067947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科尚居久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KSFWZL5001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端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500203130号码09722019金额9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代晨呜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76462作废◆遗失重庆真心善美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渝中区英利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JY15001030000140，声明作废◆遗失雷雁鱼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071481作废◆遗失汇品严选商贸（重庆）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备案证明原件作废◆声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交强
险内置标志有价单证1份，号段：2100213425，声明作废。◆遗失邓国清优抚证号渝北000732作废◆江津市嘉乐乡竹木经营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3811800376、公章（编号：5003810002832），声明作废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
内容修改类

序号

1

项目名称

高新区北区大学城南路及立交改造工程（7号
节点）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

行政辖区

位于高新区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建设局

公示时间

2021年7月12日至2021年7月18日

公示地点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5号楼、项目现场、高新区门户网站
(http://gxq.cq.gov.cn)

咨询电话

68600267

“雄关漫道真
如铁”。100年来，
中国走过的历程，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用鲜血、汗
水、泪水写就的。

“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是伟大建
党精神内容的第三
句话。这句话道出

了中国共产党意志顽强、作风优良的特
质。在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周振超看来，正是百年来英勇斗
争与艰苦奋斗的磨砺，铸就了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的
品质。

英雄故事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
有哪个党像中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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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
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4月
28日，北洋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
舆论的强烈反对与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
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
年38岁。

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40摄
氏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
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没有一
粒粮食，事迹震撼人心。

在重庆这块英雄的土地，同样也涌现
了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涌
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周振超
说，他们坚持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
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他们英
勇顽强、舍生忘死；他们为完成祖国和人民

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的一切。
比如，在上海领导了三次工人大罢工

的赵世炎，率部参加黄洋界保卫战、创造红
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的王良，还有在烈
火中永生的战斗英雄邱少云……这些革命
前辈的故事，正体现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的强大精神。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的就是人民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
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
的史诗。

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独具一种坚毅
而笃定的性格气质，那就是：为了抵达远
方，再难也要上！这种气质，一直到今日，
依然历久弥新、充满活力。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吃
苦耐劳、不怕牺牲，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的
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为了这场必须打赢
打好的硬仗，1800多名同志奉献了自己的
生命。

在疫情防控中，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奋勇争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
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不断贡献力
量。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的就是人
民。”周振超说，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
勇斗争，不怕牺牲。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
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规定的义务，这也正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镌刻在自
己的旗帜上，同时也是百年大党辉煌成就、
风华正茂的根本原因。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庆祝
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诠释了伟
大建党精神，并且
要求“永远把伟大
建党精神继承下
去、发扬光大”，其
中就包括“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

和平年代，“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
不是过时了？新时代的共产党员们该如
何践行这八个字的建党精神？

8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
心党委副书记、主任马奇柯接受重庆晨
报·上游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新时
代的共产党员，我们仍要时常问问自己：
怕不怕牺牲，敢不敢斗争。敢于牺牲、敢
于斗争的精神绝没有过时，亦非可有可
无。和平年代，牺牲精神仍然是共产党人
需要擦亮的底色！”

不怕牺牲敢于斗争
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
明的政治品格。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
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路走来，就是在斗
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马奇柯说，全民族抗战时期，南方局
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方针，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
力作坚决斗争，体现了艰苦卓绝的凛然斗
志。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
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
缘。周恩来处乱不惊，奋笔疾书“千古奇
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使

得国统区广大民众了解了国民党顽固派
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全民族抗战期间，南方局广泛争取国
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日民
主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
次反共高潮，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
面直至抗战胜利。

在重庆谈判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共产党人坚持底线思维，处处以党和人
民利益为重，灵活应变，采用国内外舆论
联动、情报统战互动、军事政治配合的谈
判斗争方式，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
基本方针。

和平年代牺牲精神
仍是共产党员需要擦亮的底色

和平年代，牺牲精神该如何理解？
马奇柯举了一个例子：7月4日，中国

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举世瞩目。在这
重要时刻，一个话题连续数天冲入了热搜
榜——“神七出舱时哪怕牺牲也要展示国
旗”。

马奇柯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和平
年代，尽管我们不必时刻面对生与死、血
与火的考验，但是牺牲精神却仍然是每一
名共产党员需要时时擦亮的底色。

马奇柯说，脱贫攻坚路上，多少扶贫
干部牺牲了家庭的团圆，牺牲了在大城市
的职业发展，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甚
至最后将生命留在了扶贫的路上。

总之，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
幸福，驰而不息帮助人民解决那些“急
难愁盼”的问题，都需要每一位共产党
员有一种在攻坚克难面前、在维护人民
利益面前“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豪情
和担当，每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像入党宣
誓时所说的那样“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说，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

只有充分理解了伟大建党精神，我们才能把伟大建党精神继
承下去，发扬光大。

7月6日起，重庆晨报·上游新闻开设“精神的力量”专栏，采
访了专家学者，请他们深度解读，给我们上一堂党课。

今日，解读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国新办介绍202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

在重庆等11省市试点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周振超：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马奇柯：

和平年代的牺牲精神
仍是共产党人的底色

周振超 马奇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