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2 编辑：朱乔明 实习编辑：卢瑶

2019年7月12日综合新闻

今
日
﹃
入
伏
﹄

﹃
桑
拿
﹄
上
线

深入学、查问题、促成效
——广东、广西、海南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新 华 社 天 津 7 月
10日电（记者 周润健）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

伏烙饼摊鸡蛋”，7月12

日迎来了今年“三伏”

中“初伏”的第一天，这

意味着高温高湿的“桑

拿天”将逐渐成为天气

“主角”，我国大部分地

区开启“蒸煮模式”或

“烧烤模式”。

“三伏”分为“初伏”

“中伏”和“末伏”。“初

伏”和“末伏”都是 10

天，“中伏”天数不固

定，有时 10 天，有时 20

天，这由夏至与立秋之

间出现 4 个庚日还是 5

个庚日来决定，4 个庚

日就是 10 天，5 个庚日

则是20天。

“今年‘三伏’共计

40 天，7 月 12 日交‘初

伏’，7 月 22 日交‘中

伏’，8 月 11 日交‘末

伏’，8月 21日‘出伏’。”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

“稻在田里热了笑，人在屋里热

了跳。”“入伏”前这一段时间，我国华

北、黄淮一带持续的高温让人们深切

感受到了“上蒸下煮”的滋味。

针对“入伏”后即将出现的“桑

拿”天气，赵之珩提醒公众，要注意采

取应对措施避免中暑，如减少不必要

的外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及时补

水等。

而对各地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在

采取发放高温津贴、免费提供绿豆汤

等现有措施的基础上，还要开动脑

筋，多施“清凉之策”，采取更多防暑

降温措施，为那些依然奋战在户外的

外卖小哥、快递小伙、清洁工、室外建

筑工等职业群体，送上一抹夏日清

凉，让他们少受炙烤之苦。

安徽选派
百名骨干医师驻村服务

新华社合肥 7 月 11 日电（记者

鲍晓菁）7 月起，安徽省正式启动“百

医驻村”专项行动，选派 100 名左右

优秀骨干医师，陆续深入无村医的农

村开展为期 2年的驻村服务，助推健

康扶贫。

安徽从省属 17 家医疗机构选派

优秀骨干医师 50 人左右，深入无村

医的贫困村或非贫困村，每个村卫生

室派驻 1人；从市级三级医院再选派

50人左右，重点驻村帮扶非贫困村。

选派帮扶人员以全科医生、内

科、急诊内科、儿科、中医科中青年技

术骨干为主，全科医生优先。派驻人

员将履行村医职责，落实健康脱贫相

关政策措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并发挥好“传、帮、

带”作用，注重培养当地基层医疗卫

生人才，满足农村居民卫生健康服务

需求。同时培养锻炼复合型卫生健康

事业后备人才。

此次派驻人员采取组织动员、自

愿报名、单位推荐、逐级遴选的方式

产生。原则上每人驻村工作时间为 2

年。选派医生驻村期间，可任村卫生

室所在乡镇卫生院副院长，带动乡镇

卫生院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黑龙江
旅游诚信基金实现全覆盖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0 日电（记

者 董宝森）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黑龙江省 13 个市（地）

已全部设立旅游诚信基金。截至目

前，黑龙江省通过旅游诚信基金先行

赔付 15202.5 元，共调解处理 15件涉

旅消费纠纷。

为了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切实

维护游客利益，黑龙江省在 2019 年

拨付 100 万元设立省级旅游诚信基

金，并制定了《黑龙江省省级旅游诚

信基金先行赔付管理办法（试行）》，

用于省内跨区域或跨省旅游投诉的

先行赔付。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

理处负责人介绍，游客在与景区景

点、旅行社、星级宾馆等方面发生纠

纷后，将在第一时间获得先行赔付，

相关部门再根据后续调查结果确定

赔偿责任者，为游客提供简明快捷的

维权通道。

此外，为解决游客旅游投诉与启

动先行赔付“最后一公里”问题，黑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了《关于建立

旅游诚信基金与旅游投诉电话联动

机制的通知》，督导各市（地）以游客

满意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旅游投诉先

行赔付资金管理、使用、追偿等各项

流程，完善 12345 热线涉旅投诉受理

流程，确保游客拨打“一个电话”，实

现“有诉必理”“有诉快理”，切实维护

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紧接1版）
报告会现场，当其美多吉同

志讲到自己被歹徒砍了 17刀时，

很多观众的眼中都闪动着盈盈泪

光。新华发行集团党员职工廖雯

深受感动：“一般来说，普通人受

了那么重的伤险些丧命，一定会

在家多休息一段时间。其美多吉

同志经过那么艰难的治疗后，第

一时间重返岗位，这种精神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来自大众健康报

的李芯怡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

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经历这

些痛苦，但他又是那么的坚强。他

让我领悟到，每个人都是平凡的，

但要在平凡之中做到最好。”

“每次报告会一结束，都会有

观众跑上来给我支持和鼓励。他

们的认可，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我

第一次做报告是去年 3 月，目前

已经讲了20多场，北京、四川、陕

西、江苏、湖北我都去过。”其美多

吉同志在报告会后对记者说，“这

一年多来我瘦了 13斤，因为我总

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讲得不好。

我讲述的不只是自己的故事，更

是坚守在雪线邮路上一代又一代

邮政人和交通人的故事。我也会

继续保持初心，把本职工作做好。

跑了 30 年的邮路是寂寞和艰辛

的，但这是我的选择，从来没有后

悔过。雪线邮路是我一生的路！”

“邮车是雪线邮路

上的绿色‘航标’”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德格

县，阿爸在邮电局开车，一出车就

是半个多月不回家，家里就阿妈

带着我和哥哥。那时，看到别的孩

子做什么都有爸爸陪着，我特别

羡慕。有的小伙伴会问我，你阿爸

是做什么的？怎么老不在家？我总

是很自豪地说，我阿爸很了不起，

他是开邮车的！”在儿子扎西泽翁

心中，父亲其美多吉是真正的汉

子，是高原上矗立不倒的山峰。在

父亲的影响下，扎西泽翁也成为

一名邮运人，成为父亲其美多吉

的同事。在报告会上，他分享了他

和父亲之间的故事。

当听到扎西泽翁说起哥哥突

发疾病去世，其美多吉连夜赶了

300多公里来到医院，却只见到一

具冰凉的遗体，思念哥哥的父亲，

不久后又强忍悲痛继续开着邮车

上路时，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党员

金辰曦红了眼眶：“最感动的是其

美多吉同志敬业奉献的精神，他

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能日复一日

的坚守，放弃了许多东西，把本应

留给家人的时间都交给了工作。”

“邮车是雪线邮路上的绿色

‘航标’，那抹绿色，在藏区百姓心

中是草原的颜色，也是带给雪域

儿女希望和力量的颜色……”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新

闻中心记者何艳华同志在报告会

上的讲述，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共

鸣。随着屏幕上一张张照片的出

现，观众们仿佛来到其美多吉同

志行驶的雪线邮路上，看到了他

坚强的身影。

“我以前就关注过其美多吉同

志的事迹，作为‘时代楷模’，他身

上的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并运用

到工作中。”来自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的汪震已经工作4年，她对记者

说，“我目前是一名预备党员，我将

时刻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早日

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把更多优秀党员

的事迹传播出去”

是什么让其美多吉同志坚守

在这雪域高原上？他的回答是“初

心”。把邮件送往雪域的各个角

落，就是其美多吉同志这名共产

党员的初心。

川藏线康定至德格的邮路，

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全程往返

1000 多公里。这条线路承担着四

川进藏邮件转运任务，被称为雪

线邮路。其美多吉同志，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

邮运驾驶组组长，这位康巴汉子

便是这条邮路上驾驶邮车的人。

他常年奔波在雪线邮路上，无论

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刮风还是

雨雪。

在雪线邮路工作 30 年，其

美多吉同志平均每年行驶 5 万

公里，总里程达 140 多万公里，

相当于绕赤道 35 圈；每月都不

少于 20 次往返在有“川藏第一

高 、川 藏 第 一 险 ”之 称 的 雀 儿

山；30 年来，他没有在运邮途中

吃过一顿正餐，只在家里过了 5

个除夕……

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结束

了，但带给现场观众的感动和思

索却没有停止。

蒋云宇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纪

录片中心的一名员工，走出报告

厅，蒋云宇还沉浸在其美多吉同

志的事迹中。“一名普通党员在

基层工作中忠于职守、专注执

着，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令人

震撼。我相信，像其美多吉同志

这样的党员在我们身边还有很

多。他们以其矢志不移的政治忠

诚、舍身奉献的光荣事迹诠释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

当。”蒋云宇说，“我们在日常工

作中，也会发现很多优秀的基层

党员。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工作，

把更多优秀党员的事迹传播出

去，让更多的人知晓。”

从严从实起好步 扎
实推进主题教育

6 月 2日，广东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全

省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此后，广东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培训班开

班，20 个省委巡回指导组全体成员

接受培训。各巡回指导组边学边干，

主动对接第一批主题教育各参加单

位，奔赴一线指导各单位制定工作方

案、召开部署动员大会等，确保主题

教育不走样、不打折。

6 月 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召开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对全区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全面

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还专门制作了

20 集广西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红

色传奇》，编印了《形势政策教育材

料汇编》《先进典型教育材料汇编》

等5本学习资料，与中央指定的必学

书目一并发放给第一批开展主题教

育的单位。

6 月 2 日，海南省召开主题教育

动员大会暨第一批工作会议，把学习

作为开展好主题教育的“第一粒扣

子”。在动员大会之后，海南组织省

级领导干部开展了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读书班活动和革命传统教育。

海南省发改委还开展“领导干部上讲

台”活动，倒逼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多

学习、多思考，谈初心、谈体会，带动

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央

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重大使

命的实现路径，把思想认同转化为实

践动力。

主题教育显特色 创
新学习方式

广东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坚

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应对和化解各种

风险挑战等实际工作，让主题教育

“有温度”“接地气”。

7月 1日，广东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

会，约 1400 名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

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初心课。“抗击非

典的功臣”钟南山、“布衣院士”卢永

根、“大国工匠”苏权科等7位优秀共

产党员不忘初心的感人故事，体现出

牢记使命的时代担当。

6月中旬，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

害，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全区各级

各相关部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与防汛救灾结合起来，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

防汛救灾的硬仗中不忘初心，践行使

命。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群众、武警

官兵、消防指战员等紧急动员，全力

投入到各项救援任务。

6 月 29 日，海南省委深改办（自

贸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前往临高

县波莲镇多贤村、临高角，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干部与多贤村村干部举行

了座谈，为该村发展建言献策。此

外，还在临高角“热血丰碑”前重温

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并参观临高角解放纪念馆，探寻

革命足迹，接受党性教育和革命精

神洗礼。

瞄 准 症 结 查 问 题
“改”字贯穿始终

笔者在广东、广西、海南三地走

访了解到，各地把主题教育同研究解

决面临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

“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以“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为主题，广东省检察院

开展专项查摆整治工作，全面查摆

各部门各条线落实为基层减负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全面检视

问题，开列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措

施，明确整改期限，落实责任人，实

行挂账销号。

针对企业群众办事堵点痛点，广

东“数字政府”改革创新建立高效便

捷的一站式移动政务服务模式，推

动公安、民政、人社、卫生等 55 个部

门 14350 个信息项数据互联互通；

为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

管，确保主题教育“为民服务解难

题”任务目标取得预期成效，广东省

市场监管局加大农产品监测抽检力

度，开展畜禽产品、水产品中环境污

染物等安全风险评估，守护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办紧盯基层

和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采取精准开展行业部门脱贫攻坚绩

效考评、降低使用乡镇行政空编门

槛、改革中小学教职工空余编制统筹

调配办法等 8 项措施，开展“服务基

层年”活动。

立足自贸区（港）建设这个最大

实际，海南把“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专题活动作为海南最大的自选

载体融入主题教育，推动中心工作

落实。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围

绕“自贸试验区建设重点领域缺少

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创新举

措”等重点、难点问题出实招，力争

推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制度创

新成果。

（新华社 邓瑞璇 夏军 赵叶苹）

笔者近日在广东、
广 西 、海 南 采 访 了 解
到，“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
动以来，三地紧紧围绕
中央要求，扎实推进，
把主题教育同当前正
在开展的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通过广泛学习
教育、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检视反思、着力整
改落实，推动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