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党加强自
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
程，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全面从严治党上取得的历史性、
开创性成就，把“坚持自我革命”
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
验之一，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
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做到难不住、压不
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
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
炼而成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
的优势，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
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
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
命。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
沙，我们党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风华正茂，战胜一个又一个困
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
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
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正因为我

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
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
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党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都证
明，什么时候我们党自身坚强有
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就能无
往而不胜。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
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
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
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从严
管党治党，谋划部署“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对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顶层设计；
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把“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进一步
对坚持党的领导作出制度性规范；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把党的领
导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
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党的建设，强化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思想从
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
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党把方
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
不断提高。正如全会指出的，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
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我们党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
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
律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激浊扬清中彰显了无产阶级政
党的政治本色，在革故鼎新中重塑
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焕发
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的赶考之路，必须充分认识到，我
们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
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
境考验是长期而复杂的，面临的
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
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
锐而严峻的。我们党作为百年大
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
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
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
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
个根本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
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只有敢于刀刃向
内，敢于壮士断腕，才能让自身始
终过硬，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
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就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
自我革命，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

和执着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全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团
结统一，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
联系。正如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的：只
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
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引领
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
大梦想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
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
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
织力、社会号召力，以全党的强大
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
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就
一定能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
斗力，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切风
险挑战，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每周一典

11月 24日下午，区妇联、区
美丽心灵工作室在东港街道兴普
社区举行主题为“情绪管理让家庭
远离暴力”反家暴主题公益沙龙。
活动现场，区美丽心灵工作室的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级社工师张
海鹰为居民讲解了怎样通过良好
的沟通建立家庭关系，让家庭和睦
远离暴力，使听讲居民受益良多。

（记者 张迟 通讯员 林韩芳）

反家暴
宣传进社区

11月24日上午，桃花派出所、
桃花交警中队联合在桃花中心学校
开展“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
动。活动现场，民警通过视频、实物
展示等以案说法、以图说法，讲述超
速行驶、酒后驾车、骑电动自行车不
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学生纷纷表示，要争做文明交
通提倡者、参与者和维护者。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栋 刘
宇翔 王雨璐）

交通安全
宣传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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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走私“百日会战”行动深入推进
通过“协调联动、海陆并举”，全面排查、清查、打击海上走私活

动，整顿成品油、冻品、烟草经营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陈
富其）近日，区反走私办组织公安、
海警、渔政、海事、港航等单位开展
海上联合巡查行动，重点打击海上
冻品走私及其他违法行为。行动期
间，累计登船检查各类船舶6艘，查
获一艘无船名船舶，目前海警和海
事部门正联合调查处置中。

除海上反走私巡查外，连日来，
区公安分局、市场监管部门还对各
农贸市场、商超、冷库进行专项检
查，对进口冷冻肉制品进货渠道、出
入库记录、检验检疫证明等进行逐
一核对，严防走私冻品流入市场。
截至目前，未发现存储、购买、销售
和使用来源不明的进口冷冻肉制品
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悉，为有力打击和震慑走私
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我区市场经济
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10月下旬以来，我区开展了反
走私“百日会战”联合专项行动，通
过“协调联动、海陆并举”，全面排
查、清查、打击海上走私活动，整顿
成品油、冻品、烟草经营行为，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

“今后，我们将组织各相关部门
持续深入推进海上缉查、清港除险、
陆上堵截、市场整治等一系列反走
私联合执法行动，努力消除沿海走
私风险和海上疫情防控境外货物输
入风险，筑牢我区反走私和海上疫
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共同守卫国门
安全。”区反走私办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进一步普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每
周带你读一则《民法典》的亮点法
条。这周，让我们一起来看第590条。

《民法典》第590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
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
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
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
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
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当事人
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
除其违约责任。”

下面我们作一些简要的解析：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除概念中提到的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外，不可抗
力的构成要件还应包括以下两项：
(一)该事件发生在合同订立以后；
(二)该事件非因任何一方之过失
引起。发生不可抗力后，当事人应
采取一定措施。发生不可抗力后，
当事人一方负有两项义务：(一)及
时通知义务。未及时通知，造成损
失扩大的，对扩大部分不可免责；
(二)证明义务。须向对方证明所
称不可抗力确实存在。特别需要
注意的是，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
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由晓普整理）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曹云）经历了上一波寒潮后，普陀这
些天的气温一直是晴天唱主角，气
温也随之上升。不过新一波强冷空
气已经在路上了，预计下周一夜里
起影响我区。

记者日前从区气象台了解到，
受这股强冷空气影响，我区将出现
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预计本月
29日有中雨，29日下半夜到30日沿

海有9~10级北到西北风，29日到下
月 1日的日平均气温将下降 8~
10℃，下月1日至2日的最低气温为
3~4℃，请相关部门做好海上大风、
降温的防范工作。

强冷空气到来之前，普陀还将
继续保持晴天模式，可抓紧晾晒衣
物。同时近期昼夜温差大，提醒市
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以
防感冒。

下周一强冷空气又将影响我区
请相关部门做好海上大风、降温的防范工作；提醒市

民昼夜温差大，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郑晓艇）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庆建党百年 享美好生活”
浙江省第二十届群众音乐大赛获
奖名单，由区文化馆顾颖作词，齐
文骏、王娅君作曲，金哲慧、陈志明
等人表演的女子组唱《听江南》获
金奖。

据了解，浙江省群众音乐大赛
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每年
一届，是浙江省群众文艺精品创作
的品牌赛事。在此次大赛中，由我
区文化馆演出的男声独唱《桃花的

亲人》还获得入围奖。
“我们将继续努力，创作出更

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丰富
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普陀
的群文事业。”区文化馆馆长顾颖
说，今后，区文化馆也将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
力，不断开拓创新，发掘公共文化
服务新途径、新思路，不断挖掘海
洋特色文化，不断提高艺术创作水
平，大力开展大众化、接地气的群
众文化活动，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作出贡献。

浙江省第二十届群众音乐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我区参赛作品《听江南》获金奖

本报讯（通讯员 蔡梦依 记
者 王梦倩）近日，区应急管理局危
化监管科办公室正在进行一场特
殊的笔录，现场只有两名执法询
问人员，被调查询问人远在1252
公里以外的重庆市，这是一次线
上进行的远程视频调查询问笔
录。

自今年7月15日起施行的最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首次允许采用包括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在内的电子证据，为行
政执法的数字化改革指明了方

向。为此，区应急管理局向司法
部门征询执法监管工作中对电子
证据的要求，研判梳理远程视频
方式进行调查笔录的流程要点，
在全市无相关案例情况下，先行
先试大胆应用于执法案件。

当天，被调查询问人员在执法
询问人员的指导下，通过软件“钉
钉”，以视频会议方式连接。执法
人员严格根据调查询问笔录流程
开展工作，双方在屏幕上面对面
进行视频实时交流，并对案件相
关的多份资料进行当场确认，执

法人员对视频询问过程进行录
像，并整理归档补充案件证据链。

据了解，自大力发展油气贸易
许可经营“最多跑一次”深化改革
以来，我区的油气贸易（批发无仓
储）经营企业从10余家几何式地
激增到819家，今年至11月初新
注 册 企 业 313家 ，同 比 增 长
135.34%，营收达10.534亿元，税
收达615.328万元。

油气贸易企业经营版图立足
普陀辐射全国，许多企业主要人
员长期在省外油气产业链各环

节拓展业务，每遇到双随机执法
监管时，企业相关责任人来回奔
波十分不便，同时也不符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区应急管
理局采用“不出门就见面”的远
程视频询问方式，为完成规范执
法调查提供了高效合理的解决
方案。

下一步，区应急管理局将在执
法流程数字化、举报处置自动化、
电子证据保存、文书电子送达等
方面加大创新改革力度，继续提
速增效数字化执法改革工作。

先行先试行政执法数字化改革又添新亮点

全市首例远程视频询问笔录在普完成

评
论

勾山街169号（华西第一饮食部旁边）
等2处房屋招租交易公告

于2021年12月1日起在舟山市普陀区招投标网上对勾山街169号（华
西第一饮食部旁边）等2处房屋招租。

具体请登陆网址：http://ztb.putuo.gov.cn/zsptztb/产权交易公告
信息查看

咨询电话：（0580）3821263
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普陀区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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