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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进行时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特约通讯员
黄余武 通讯员陈晓燕）10月18日，记者
从雷州市纪委监委获悉，自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雷
州市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
起来、统筹推进，以真改实改、立行立改
的扎实举措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该委在检视问题上，以正视问题的
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班子成员坚持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着重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
政五个方面进行查摆剖析，共查找问题
10个。一是狠抓落实的劲头不够，如乡
镇纪委“三转”工作推进多年，仍然有一
些乡镇存在纪检干部专职不专干，挂点

的领导也没有跟踪抓落实；二是攻坚克
难的精神不足，如这些年虽然也查处了
不少案件，但还要加大力度查处具有社
会影响力和社会效果的大要案；三是学
习主动性还有所缺乏，由于工作繁忙，领
导班子的学习都是上级要求学什么才学
什么，主动学习的意识不强，存在为了学
习而学习的现象等。

对于学习调研发现的问题以及检视
出的问题，该委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列出“一台账、两清单”，明确整治
措施，真刀真枪加以整改，确保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目前，单位查摆出问题中的
办公室管理、干部队伍管理、问题线索处
理等方面的整改已取得很好成效。其
中，个别财务报账不及时问题，通过开展

财务内部自我检视问题，干部监督室进
行监督整改，目前办公室内部管理更加
规范；干部监督室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提
醒谈话力度，及时解决干部身上存在的
倾向性问题；案管部门强化对问题线索
办理的监查督办，每月定期向主要领导
汇报线索办理进度，线索处置效率和成
案率有效提升。

近期，该委领导班子结合实际工作，
就如何发挥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展开了调
研，其中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问题上
已取得初步成效。根据调研成果，该委
干部室制定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工作
方案，组建村级监察小组，在全市各镇街
推行监察小组监督制度，把监督关口前
移，预防农村基层“微腐败”，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随着主题教育的不断深入，该委在做

好规定动作的同时，采取多样形式深入推
进主题教育，如借助现代的媒体技术，打
造雷州纪检人的“智慧党建平台”；自编自
导制作《雷纪清风》MV，以歌声咏唱雷州
纪检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初心情怀；组织党
员干部到清端园廉政教育基地，面对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从陈瑸廉政思想中汲取精
神力量滋养初心；组织党员干部到湛江市
档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档案文
献展，接受党史、新中国史教育等。目前，
雷州市纪委监委正筹办擎雷论坛第二期

“榜样的力量”，计划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全
体干部职工担当作为、奋发向前，在对照
先进典型、身边榜样中感悟初心。

雷州市纪委监委检视查找10个问题抓整改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张方
明）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身边的
急事难事，抓住解决住建系统在保障房建
设管理、问题楼盘处置、农民工工资等百
姓关切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着力推
进污染防治攻坚、乡村振兴等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重点工作，结合巡查整改、审计
整改，激发广大干部职工为民服务的热
情，真正为民解难题、办实事，让群众满
意，促进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围绕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市住建局
党组反馈的问题清单和省审计厅对我市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审计整改要求，市住建
局巡察整改事项共27条，自9月份启动以
来，已完成整改9条，绝大部分整改内容均
可于10月底前整改到位；审计整改事项
74项，完成整改37项，其余37项整改正
在按期推进。

直面信访积案，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市住建局制订了局领导公开接待群
众来访工作长效机制，真真切切帮助人民
群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就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市住建局主要负责领导主动进
行接访，对群众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
面对面交流，逐个提出解决方案。

直面问题楼盘处置，保障群众的合

法利益。市住建局按照主题教育要求，
安排相关负责人员深入一线，对全市问
题楼盘进行全面摸排，“一盘一策”，形成
全市问题楼盘处理建议，积极解决楼盘
办证问题。

直面农民工欠薪问题，推动建筑行
业治理。结合主题教育要求，市住建局
在农民工实名制的基础上创新举措，与
保险业、银行合作，推行“民工惠”金融服
务，对农民工工作支付情况进行实时和
常态化的监管，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
额支付。

直面污染防治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结合住建部门职能，加大农村垃

圾治理、统筹加快全市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及黑臭水体整治等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助力湛江乡村振兴，推动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提高城乡宜居水平。市住建
局聚集精锐力量，深入雷州等地，对实
施乡村振兴和落实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进行调查研究，围绕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建
设、镇级填埋场整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滞后的被动局面，摸实情，找准症结，
分析研判，帮助当地破解难题。目前，一
批污水处理设施即将动工建设，影响垃
圾焚烧发电厂和镇级填埋场整治工程
开工的难题也逐个得到解决。

不忘初心保民生 市住建局立行立改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陶金龙）

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简称“加工所”）申报的广东省天然橡
胶加工重点实验室（2019年度省市共建）
获批立项，该实验室为广东省科技厅与湛
江市科技局共同建设的学科类重点实验
室，采用省市联动共建的方式建设，为广东
省天然橡胶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知识储备和
技术支撑。这是我市第一个省市共建重点
实验室，标志着湛江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取得新的突破。

据了解，广东省天然橡胶加工重点实
验室拟解决天然橡胶高性能化加工领域的
部分科学问题及关键技术，并深耕“高品质
天然胶乳”“天然橡胶高性能化”“改性与复
合材料”这三个研究方向。该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有利于聚集和培养天然橡胶高性
能化加工优秀科技人才，进一步提升我省
天然橡胶科技创新能力，引领我国天然橡
胶产业转型升级。

我市首家省市共建
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10月18日，记
者从市文化部门获悉，湛江市文化馆合唱
团、湛江市工人合唱团分别带上《月亮今晚
要出嫁》《樱桃好吃树难栽》《燕子》《雨后彩
虹》等经典曲目，应邀参加在浙江宁波举办
的第十五届中国合唱节。

我市两支合唱团参加
第十五届中国合唱节

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者李学
勇、李宣良、李劲峰）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
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8日晚在湖北
省武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我国第一次
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也是继
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
体育盛会。来自109个国家的9300余名军
体健儿将在江城武汉同场竞技、增进友谊。

18日晚，容纳近6万名观众的武汉体
育中心主体育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

20时整，礼宾号响起，习近平同国际军
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等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红旗飘飘》的音乐声中，一幅巨大的
五星红旗图案铺满体育场，随即又变换组
合成“中国”字样。随着灯光、音乐的变换，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会徽“和平友谊纽
带”被点亮，和平鸽图案出现在场地中央。

各参赛国代表团按照国家法语名称的
首字母顺序依次入场。当一面面不同国家
的国旗通过主席台时，现场观众热烈鼓掌，
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表示欢迎。东道主中
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运动员们军容严
整、精神抖擞，高举五星红旗通过主席台。
习近平起身挥手致意，全场掌声欢呼声此
起彼伏。中国代表团共553人，是本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代表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伴随着《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16
名仪仗兵迈着有力的步伐，分别护拥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
会旗走进现场。经过主席台时，仪仗兵高
举旗帜，正步前行。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随后，奏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歌，升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
其亮致辞，代表组委会向来自世界各个国
家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致
辞，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湖北省、武汉
市为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所作的精心准备
表示感谢，祝愿运动员们取得好成绩。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在视
频致辞时表示，此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借此机会
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祝愿运动会圆
满成功。

在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前，中国
女子排球运动员袁心玥、国际级篮球裁判
温克明分别代表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
动员、裁判员宣誓。

21时许，习近平宣布：“第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开幕！”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不断。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现场播放的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宣传片，回顾了历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情况，介绍了中国军队参
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历程。

随后，开幕式文艺表演《和平的薪火》
拉开序幕。文艺表演上篇“泱泱华夏·生生
不息”，分文明之光、和合之道、江山如画、
丝绸之路、星星之火5个节目，通过回溯历
史，展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和博大精深
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及其为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下篇“路路相连·

美美与共”，分和平之师、新的天地、“一带
一路”、命运与共、梦想腾飞5个节目，通过
展望未来，展示人民军队强军兴军崭新风
貌，展现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磅礴气象，传递
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念。整场表演以母亲
河和黄土地为笔墨，以丰富多彩的灯光舞
台效果塑造了“中华母亲”形象，传递出世
代中华儿女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美好愿
望和不懈努力。

22时许，火炬场内传递和主火炬点燃
仪式开始。自8月1日起，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诞生地江西南昌采集的圣火，先后在多
个城市和军营进行传递，最后到达武汉体
育中心。

万众瞩目下，多次获得奥运冠军和世
乒赛男单冠军的王皓，获得26个射击世界

冠军的金泳德，获得10次国际军体军事五
项世锦赛冠军的王堂林，获得奥运会游泳
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的焦刘洋，获得女
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杨珺菁，获
得“亚洲足球小姐”称号的武汉籍女足运动
员王霜，两次担任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
的刘玉栋等7位火炬手高擎火炬，在全场观
众热烈掌声中接力传递。

体育场一角，名为“和合”的火炬塔巍
然矗立。随着1名女童将镌刻“和平”二字
的地板镶入地面，悠扬的乐曲声响起，通往
火炬塔的楼梯点亮。最后一棒火炬手刘玉
栋走到火炬塔下，向全场观众挥手致意，并
点燃火炬塔。圣火，沿着象征“一带一路”
的塔体向上飞腾，在“五大洲”形状的塔顶
熊熊燃烧。

“为了飞越大海的鸽子在沙丘安睡，为

了穿越天空的炮弹被永久禁止，我愿铸剑
为犁，愿枪炮弯曲……”在主题歌《和平的
薪火》掀起的热烈气氛中，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开幕式圆满结束。

来自42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
人应邀出席开幕式。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出席开幕式。

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国际军事体育理事
会主办的全球军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
性运动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设置
军事五项、海军五项、空军五项、定向越
野、跳伞等 27 个大项、329 个小项的比
赛。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10月27
日闭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在开幕式上入场。当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在武汉体育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