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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
这三个“最”字形容的，是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特

别是东北抗日联军。
90年前的 9月 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九一

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此就在白山黑水

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
90年后的 9月 18日，尖厉的防空警报声再次划破沈阳天际，提醒后人铭记悲

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我们追问：是什么，使得东北抗日联军作出这么多的牺

牲，坚持这么长的抗争，留下这么久的回响？

有一种牺牲叫共产党人

秋日的阳光洒向沈阳市大东区柳林街，修缮一新的北大营旧址陈列馆静默无
语，一切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国民政府仍心存侥幸心理、严令军队“不抵抗”
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行动。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贴满沈阳大街小巷，愤怒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号召国人奋起抗日。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份横眉冷对日寇的
檄文，如今读来仿佛一种预告。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在民族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斗
争的最前沿，是全中国第一个发出抗战宣言的政治力量。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黑暗中便有了灯塔。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
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并
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杨靖宇、周保中、冯仲云、魏拯民……仁人志士接踵而来，他们或是年轻的革命
者、或是留学莫斯科的高材生、或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但来到东北，他们的身份
便只有一个——共产党人！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那是牺牲无悔的时代。
杨靖宇牺牲时35岁，敌人解剖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赵尚志牺牲时34岁，遗体被扔进

松花江的冰窟之中；陈翰章牺牲时27岁，被敌人残忍地割断了舌头、剜去了双眼……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多时3万多人锐减到最少时不足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抗日联军消灭敌人18万多人。

“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14年抗战的首倡者，也是抗战的最早实践者。”辽宁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洪军评价道。

有一种信念叫爱国主义

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14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抗联将士经常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日军物资充沛、红光满

面，抗联军队连衣服都靠扒敌人的穿；东北的寒冬，唾沫出口成冰，躲在山里的战士却连火都不敢生……
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如此坚持14年？
抗联将士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活。”杨靖宇亲自写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冰天
雪地里唱出军魂豪迈；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
牲的！”赵一曼就义前为幼子“宁儿”写下的家书，舐犊之情与爱国之情交融；

“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面对日伪军逼降，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投
江前的话语，书写出“八女投江”的壮烈史诗；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原名关有维的山西青年，给自己改名魏拯民，宏图壮志尽在不
言中；

……
国家！国家！东北抗联英雄誓死守护的，就是中国。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
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成为东北抗联英雄壮举最好的注脚。

有一种传承叫自强不息

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晴空下，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9时18分准点到达沈阳北站。
驾驶员王伟目视前方，不断变换口令。世界一流的高铁操作系统环绕他的周围。
巧合的是，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行驶的京哈铁路，正好从当年日军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几十

米远处经过。
昔日南满、今日京哈。王伟感叹道：“想想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掠夺资源，甚至发动战争，令

人愤恨。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铁路和高铁，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高铁飞驰的东三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黑龙江悉心保护开发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建立的秘密宿营地——抗联密营，一个个红色旅游基地初具规

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吉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粮基地等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成

长。
辽宁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建立现场教学点，打造精品课程，把革命遗迹旧址转化为直观的现场课堂。
今年10月，作为2021年度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单位，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大

数据项目建设如期完成。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将在大数据的助力下走出山城本溪，走进更多中国人的心中。
爱国主义，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从未如此紧密地把全体中华儿

女团结在一起。
90年前，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开始；90年后，中国人民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先辈热血抛洒的土地上，东北抗联精神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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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具体规划指标见霍自然资发（2021）54、95、94号]
二、竞买人资质要求：
霍自然（2021）挂字3、4、5号地块竞买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
参加竞买。

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管理
规定》的规定，竞买申请人须在项目公告期内，按照有关程序到项目
所在地的检察机关接受行贿犯罪查询，检察机关出具的《查询结果
告知函》将作为项目挂牌出让廉洁、诚信准入的必要条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12月8日（节假日不休息），到
霍州市自然资源交易事务所索取挂牌出让文件。

六、申请人可于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12月16日，到霍州
市自然资源交易事务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21年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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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霍州市自然资源交
易事务所；

霍自然（2021）挂字 3、4、5号地块挂牌时间：2021年 12月 9日 9
时至2021年12月18日17时。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2.挂牌期间，采取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报
价。3.其他未尽事宜及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文件。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霍州市自然资源交易事务所
联系电话：0357-3499217
联 系 人：廉晓东
开户单位：霍州市自然资源交易事务所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霍州支行
账 号：14001716308050503931
十、我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未尽事宜依照《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须知》霍自然资须字[2021]2号办理。
霍州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19日

霍州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霍自然资告字[2021]2号

经霍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霍州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
让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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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云激荡走过壮阔征程，百年不懈
奋斗铸就世纪伟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各地党政干部中
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不懈奋斗的力量，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迈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百年优异答卷 汇聚磅礴伟力

上海市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以风华正
茂的全新之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历久弥坚。如今，会址所在的街区，已经变成
人民城市的新天地，繁华时尚。

“这是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优异答卷
的一个缩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徐建刚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重
点研究了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是对百年历史的最好纪
念。

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
断变为现实。

磐安县一度是浙江省最贫困的县之一。
历届县委县政府一棒一棒创业接力，带领
群众走出了一条绿色崛起的生态富民路。
县委书记王志强说：“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要以坚如磐石的担当打造共同富裕山区样
板县，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
越幸福。”

“回顾百年征程，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河南省郏县县委书记王景育说，“我们将深
刻把握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柯华学习全
会公报后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今年以来，在四川省委外办邀请下，20
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访问四川，实地了解四
川发展机遇和潜力。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四川省委外办主
任崔志伟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坚持对外开放，有力服务“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为四川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贡献
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

全会公报提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
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
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这一要求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指明方向。”湖南省长沙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邹春林说，“我们将深入贯彻全会精神，坚定
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重庆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曹清尧说：“作为宣传思想战线
上的党员干部，就是要以党性为本、以信念
为魂、以忠诚为要，学在前、做在前，大力宣
传好、阐释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意
气风发走向未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及时组织了对全
会精神的传达学习。自治区发改委党组书
记、主任李郁华说：“我们要更加坚定、自觉
地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继续
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
裕的美丽新宁夏。”

当前，新疆哈巴河县公安局正认真落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提升服务群众的效
能。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波拉提·阿
依提肯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神圣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各族人民群众只有
相互团结、相互依存，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
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国家才会更加富
强，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黑龙江省五常市委书记杜平说，我
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始终坚守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让我
们的家乡山更秀、水更清、米更香、人更和、
经济更强。

不畏艰难险阻 迈向伟大复兴

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
样才能继续成功。全会以“十个坚持”总结了
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回答了这
一重大命题。

“‘十个坚持’给我们未来工作指明了方
向。”安徽省淮北市委书记张永表示，在扎实推
进资源型城市更高质量转型发展，全心全意解
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上，更需要把十个
方面坚持好，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各项任务极为繁重
艰巨。

“全会提出，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奋力实现既定目标。”广东省广州市科技局局
长王桂林表示，面对新的挑战和任务，我们要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科技创新，埋头
苦干、勇毅前行。

“全会的召开增强了党员干部面对新形
势新挑战、应对变局的勇气和担当。”辽宁省
鞍山市委书记余功斌说，要深入贯彻全会精
神，进一步增强应对各方面风险挑战、扎实开
展各领域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为新
征程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尤其是东北
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行百里者半九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更需要全党不为任何风
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新的赶考路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
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
伐。”云南省红河州委书记赵瑞君说。

“坚定拥护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面对惊
涛骇浪我们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
鱼船’。”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
保春表示，新征程上将进一步引导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记者：陈 菲 刘奕湛 刘 硕 郭敬丹
李 平 冯大鹏 赖 星 袁秋岳 杨思琪 刘良
恒 李 松 张 亮 于 涛 王菲菲 字 强 马晓
澄 李 铮 姜 刚）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各地党政干部热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记者

为了维护全县正常道路交通秩序，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以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襄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决定自2021年11月18日起，对以下路
段及地点除实施移动测速外，对机动车
超速、不系安全带、不礼让行人、接打手
持电话、吸烟、闯禁令、大型车辆不靠右
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实施电子抓拍。现公
告如下：

一、省道临夏线路段全线实施大车
限速 60公里/小时、小车限速 60公里/
小时。具体点位如下：

S232 临夏线：东靳村口（11KM+
700M）、襄陵路口（13KM+230M)、西院
村口(15KM+670M)、新民村路口(17KM+
300M)、南辛店村中（19KM+350M）、南
辛 店 村 南 (20KM + 300M)、福 寿 村 口
(22KM)、福 寿 南 (22KM + 740M)、南 街

(26KM+920M)、关村路口(28KM+370M)、
五里墩（29KM+ 780M）、站李 (32KM+
330M)、北李村口(33KM+230M)、汾城学
校 (37KM + 400M)、单 家 庄（39KM +
300M）、南关村（40KM）、定兴村(41KM+
700M)、汾阳岭村（42KM+880M）、丰盈
路口(46KM+810M)、赵康村中（50KM+
40M）、杨威卡口(52KM+400M)

二、闯红灯及其它违法行为抓拍电
子警察点位如下：

1.S232临夏线：京安十字口、曹家
庄十字口、汾城十字口、襄陵镇十字口、
古城镇广场十字口、汾城高中十字口、
赵康村南丁字口

2.滨河路：滨河路湖李转盘
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指示通行，安全驾驶、文明出行。之前公
告如与本次公告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次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襄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11月18日

公 告

▲11月17日，在尧天坪镇幼儿园，孩子们在龙狮艺人的带领下进行龙狮训练（无

人机照片）。当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尧天坪镇幼儿园开展龙狮文化进校园活动，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龙狮文化的魅力，增进对传统非遗文化的了解。 新华社发

一版责编：贾 亮 校对：贾晓华

二版责编：王 鹏 校对：刘志霞

三版责编：武锡刚 校对：贾晓华

（上接1版）
党中央提出，二十大代表应是共产党

员中的优秀分子。要严把人选政治关，坚持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选的理想
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着重了解人选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等方面的表现情况，对政治上不合格的
一票否决。严把人选廉洁关，认真落实“四
必”要求，严格甄别核查，坚决防止“带病提
名”、“带病当选”。要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
既要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又要有生产和工
作第一线的党员，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
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
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女
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应占一定比例。要
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
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党中央要求，二十大代表的选举产
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
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要深入开展宣传教
育，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
代表人选的推荐提名，根据多数党组织和
党员的意见，逐级遴选择优。要严格组织
考察，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充分听
取基层党组织、党代会代表、党员和群众
的意见。要认真搞好会议选举，代表实行
差额选举，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

党中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
领导，周密安排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二十大代
表选举工作。要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
选举纪律，充分运用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
宁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案件，开展警示
教育，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加强对代表选举
工作的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
容忍”，一经发现坚决查处，确保风清气正。
要通过做好学习宣传、组织动员、推荐提名、
会议选举、严肃纪律等各项工作，使代表选
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成为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的过程，成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
党风党纪党史教育的过程，成为党内政治生
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过程，进一
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动员广
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
明年6月底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