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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7月11日，市
长危伟汉会见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周宝志一行。当天，中山市
政府与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签订《“服
务中山·赋能湾区”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明确加强合作，推动我市基础设施建
设与产业结构升级。

危伟汉对周宝志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中山的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强调，中山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机遇，谋划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努
力构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目前，中山在城市定位、产业规划、公共
服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已逐步铺开。在深中通道通车前，中山
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高标
准建设翠亨新区，打造粤港澳创新平

台、国际医疗城、重大科学装置和现代
服务业聚集区，建设高水平大学，集聚
创新要素和高端要素。中山还将加快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强水环境整治和
环境提升。希望双方深入合作，共同推
动高质量发展。

周宝志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中
山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对深中通道
的建成通车充满期待，对中山未来的发展
充满希望。一直以来，该行通过改革创新
不断增强服务能力，目前已与中山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希望双方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合作，在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
建设、服务中小企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等方面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

市领导杨文龙，市政府秘书长李俊
陪同会见。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权 通
讯员 朱雅娟）7月11日，市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
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省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审
议有关文件稿，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旭东主
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市委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危伟汉出
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
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决策
部署，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以深化
改革为动力，以构建科学规范的组织
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

系为主线，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山退役
军人工作新局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担当作为，深入贯彻新时代退役
军人工作的总体要求，切实履行好退
役军人工作的职责使命。二要着眼长
远谋划，坚持和加强党对退役军人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施“一把手”工
程，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三要
强化服务保障，高标准建立服务保障
体系，高质量抓好政策落实，高水平做

好经常性服务工作，坚决完成退役军
人各项工作任务。四要强化政治引领，
注重服务保障与教育管理相结合，把
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引导退
役军人离队不离心、退伍不褪色，始终
听党话、跟党走。

市领导陈小娟、孔德雨、郑泽晖，市
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
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

扎实做好新时代我市退役军人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郑
智一）受百年一遇洪灾的河源市连平县
正积极救灾复产重建家园。7月9日至10
日，中山市客家商会到连平县开展赈灾
慰问捐赠了 445096元，拟建设一条“中
山路”方便灾区孩子上学。市政协主席
丘树宏一起前往，并将其与广东省音乐
家唐彪、黄舒媞共同创作的抗洪救灾主
题歌曲《你是我永远美丽的家乡》的公
益使用权无偿捐赠给连平。

中山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连平县
上坪镇新镇村、东阳村、石陂村查看灾
后复产重建现场。一个月前，遭遇洪灾
肆虐的上坪镇一片汪洋，满目疮痍。如
今，小镇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救灾复产工
作中。被洪水冲垮的桥梁被重新接驳并
加固，洪灾过后黄泥覆盖的田地已得到
平整。挖掘机有条不紊地作业，将泥砖
砌成的危房逐一清拆排除隐患。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市客家商会创

会会长李金东介绍，得知连平县灾情
后，商会积极发动捐款。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来自新加坡、香港、澳门、珠海、惠
州、中山等地企业家、热心人，短短几天
时间内就筹集了44万余元。

7月10日，丘树宏将抗洪救灾主题歌
曲《你是我永远美丽的家乡》的公益使用
权无偿捐赠给连平，市政协还向连平县
捐赠了中山市书画家郑豪情的书画作品
用于拍卖赈灾，以文化力量助力灾区重
建。此前，中山市河源商会也已向连平县
捐赠了20余万元赈灾款，珠海（香山）连
平商会捐赠了31万余元赈灾款。

察看灾区重建过程中，中山慰问组
了解到石陂村通往下坪联办小学的道路
被洪水冲垮，学生上学极其不便，遂提出
将中山市客家商会的赈灾款用于该村道
的重建，并建议命名为“中山路”。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缪晓剑）11
日上午，市政协主席丘树宏带队，组织
部分省、市政协委员对我市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视察。视察组先后
来到了百佳商圈、松苑路、中山四路、紫
马岭公园、市志愿服务中心等地，沿路
查找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视察组充分肯定我市在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结合走访情
况提出问题：商圈、写字楼周边人行道
被侵占，摩托车、电动车、共享电动车随
意停放，报刊亭设施陈旧、功能单一，主
干道护栏缺乏中山元素亟待优化升级，
公共电话亭大部分不能使用也需要赋
予新的功能，文化公园建设有待提升
等。参与视察的政协委员建议，各有关
职能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同向发力，
深入开展“查问题、补短板、促提升”行
动，对商圈写字楼周边人行道被侵占、
电动车随意停放等困扰市民群众的突
出问题开展有为管理；要用好居民共建
共治共享这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绣花
针”，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和建设管理

水平。
丘树宏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也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周期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创建文明城
市，既是建设我们的共同家园，也是中
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城市国
际化现代化水平，增强中山市城市吸引
力和承载力一项重要工作。市政协拟成
立专项小组，发挥省、市政协委员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的特长与优势，建言资
政、凝心聚力，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建言献策。丘树宏要求，专项小组要
通过开展专题立项、视察监督、形成课
题、促进落实、反馈结题等环节，建立一
套顺畅的工作机制，确保查找的问题件
件有结果，事事有回音。政协委员要进
一步关心创文、支持创文、积极参与创
文，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智慧
和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刘志伟参加视察，市
文明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和
执法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等部门负责人陪同视察。

市政协组织省、市政协委员视察我市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沿路查找问题 积极建言献策

■白色恐怖中，他们毅然跟
共产党走

国之大家还是个人小家？生还是
死？

这是那个时代革命志士面对的一
道必选题，也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父
母生养、幼儿绕膝，没有人不眷恋现世

安稳，不渴望家庭幸福，但选择了革命
道路，就必然要面对无数艰难抉择甚
至牺牲。

救亡图存，波涛汹涌，大批进步青
年踏上革命道路。

出生于浙江定海的孙重，为谋生
辗转来到重庆，进入一家兵工厂当上

技术工人。他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
工人运动。为了革命，他将父母和弟弟
送到武汉，并暗下决心“革命不成功不
成家”。1947年 9月，他秘密加入中国
共产党。

受到上海回乡武装起义的哥哥以
及表叔等革命者的影响，12岁的郭德

贤心中扎下了革命萌芽，她的家成了
秘密联络点。在重庆云阳简易女子师
范学校读书时，她参加进步团体“自治
会”，组织同学们上街义演，为抗战前
线募捐。1939年 8月，年仅 15岁的郭
德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下转04版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权）7
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贯彻落实意见，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
旭东主持会议，市长危伟汉等出席。

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就“牢记初
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第十五次
集体学习，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安
排。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
的重要讲话，是深入推进主题教育，加
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根本
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
落实，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要求，主动吸
收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单位的好经

验，精心筹备开展我市主题教育，确保
取得扎实成效。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和党员干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围绕“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扎实筹
备开展好主题教育，力争做到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二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各级各部
门要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实走深，近期要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作为学习重点，与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党章相结合，与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和《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等重要文献相结合，为高质量开展
好主题教育打下坚实理论基础。三要注
重主题教育实际成效，围绕全市改革发
展稳定中的痛点难点，结合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推进三大攻坚战、乡村振
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
中存在的短板和差距，把“改”字贯穿主
题教育全过程，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来衡
量主题教育的效果，真正把主题教育成
效体现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各项决
策部署中来。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暨第
十八期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
训班精神。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过程，贯

彻落实省警示教育会议暨党章党规党
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和李希书记讲话要
求，精心谋划准备我市主题教育工作。
要进一步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全
面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坚持把
纪律挺在前面，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摆在首位，始终保持惩治腐败
的高压态势，切实将全面从严治党这
场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引导全市党员
干部开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
要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的头雁效应，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
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切实把“两个维
护”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
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

“中国强大，人民幸福，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专访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志士

70年前，11月27日，阴雨霏霏。
重庆渣滓洞监狱，24岁的孙

重从二楼被转押到一楼牢房；不
远处的白公馆监狱内，25岁的郭
德贤换上了入狱前穿着的旗袍，
静静地坐在地板上……

此刻，解放军的炮声已隔江
可闻，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洒向这
里。然而，枪声、喊声，火光、血
流，渣滓洞、白公馆变成人间地
狱，300多名被关押在此的革命
志士倒在了黎明之前。

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周从化
烈士生前“失败膏黄土，成功济
苍生”的誓言。

在血与火中，仅35人幸运脱险。
流年似水，脱险志士们陆续

离世，孙重和郭德贤是目前在世
的两位幸存者。70年来，脱险志
士们始终不忘初心，理想与信念
依然熠熠发光，并用一生不断感
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游客参观红岩魂广场纪念碑（2013年3月6日摄）。 新华社 发

危伟汉会见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周宝志

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与产业结构升级

中山市客家商会赴连平县赈灾慰问

拟建一条“中山路”方便孩子上学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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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干部职
工认真学习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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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精神，表示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
署上来，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以
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面提高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理论学
习走在前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离党中央最近，服
务党中央最直接，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才能永葆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政治
机关的鲜明本色。

带头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国总工
会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中央和国
家机关是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一把
手做工作，必须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
策部署对标对表，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
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
止的坚决杜绝。 》》》下转04版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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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宏阔、总揽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