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不慎遗失由贵州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南州国际·星力城4-362（9.93㎡）商铺定金两张及商铺首付
款收据一张，收据登记号：0014711，金额：20000元整；收据
登记号：0008973，金额：10000元整；收据登记号：0001507，
金额：35452元整；由贵州林城泰格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团
购优惠服务收据，收据号：2020681，金额：10000元整；由贵
州汇金运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商铺二期 4层 362号
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号：2012120，金额：21818元整，特声
明作废。

陈新和
2021年7月19日

本人不慎遗失由都匀市德润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3-
1-5-4购房定金收据，收据号：6070749，金额：10000元整，
特声明作废。

刘秋
2021年7月19日

本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黔
交运管黔南字 522700001332 号，车辆号牌：贵 J1135挂（黄
色），特声明作废。

贵州远洋化工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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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六）

邓小平同志说：“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
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伟大建党精
神全面而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真理的力
量、人格的力量，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
建党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责任担
当、价值追求、精神风貌、政治品格的概括和
凝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实践性和
人民性。

伟大建党精神思想精辟、内涵丰富、意境
深远，其四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又
紧密联系、相互融合，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百年党史的主题和
主线、主流和本质，充分体现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从思想层面揭示
我们党思想先进、信仰坚定的独特优势；“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从实践层面揭示我们党
一以贯之的历史担当和源源不竭的前进动
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从精神层面揭示
我们党意志坚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价值层面揭示我们党
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的高尚品格。

（七）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伟大建党精

神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寻求真理的不懈探索中生根发芽，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历史进程中茁壮成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
永恒的精神家园。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伟大建党精神，
谱写了百年壮丽精神史诗的伟大开篇，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
息的精神之源。

这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思想基点。伟大建党精
神，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基本
问题，积淀着我们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揭示了中国共产
党何以“伟大、光荣、正确”的根本原因。伟大建党精神犹如
一块基石，支撑起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巍巍大厦；又好似一
颗火种，点燃了艰苦卓绝征途上一个个熊熊燃烧的精神火
炬。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与魂。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从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源头出发，在长期奋斗
中形成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展现了薪火相传、波澜壮阔的精神力量。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特
区精神的形成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敢于闯出一条新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得到生动诠释，充分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奋斗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构
成了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的核心要义，鼓舞着党和人民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辉映着抗洪精
神、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把以人为
本、人民至上等崇高理念刻印在大地深处……

一系列伟大精神在不同时期体现出各自特点、不同含
义，但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相通相融，追根溯
源，都可以在伟大建党精神中，找到其精神渊源和底色底
蕴。如同长江、黄河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起源，穿越重山、
东流入海，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奔腾不息，贯穿百年

而又历久弥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
（八）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
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高
度。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旧中国，无论是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歧视，还是“伤心最怕读新闻”的
慨叹，都折射出中国人任人欺凌、毫无尊严的屈辱境况，
那时的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处于极度的不自主、不独立和不
自信之中。一个“无声的中国”，时间是停滞的，遍地是

“沉默的灵魂”。
“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从建

党时起，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把思想变革与社会革命紧密结
合起来，由此开启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性重塑。毛泽东
同志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
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
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
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全靠我们自己”——一百年来，我们党把握规律、洞察
大势，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赢得了历
史主动；我们党以远大理想感召人、以共同信仰凝聚人、以崇
高精神塑造人，使中国人民一扫精神上的迷茫、颓败，走出了
被动的泥沼，以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状态投身民族复兴伟
大事业，赢得了精神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
必然结果；建党实践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又成为中华民族
精神发展的新起点，不仅挺起了民族精神的脊梁，也为民族
精神的传承、重塑与升华注入强大“原动力”。由伟大建党精
神发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元素，开辟了新的境界，
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使之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和
活力。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
个醒目的路标，深刻启示我们：当高楼大厦遍
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同样应巍然
矗立。

（九）
“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

进入永恒”。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
奋进路，伟大建党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共
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成为我们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精神力量。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如何把
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让这一

“精神之源”成为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动力之源”？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作出新的回答。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就应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让精神之火、真理之光照亮新征程，
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更加
强大的生命力。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
知重负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应激发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前进道路上，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
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奋发“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斗志，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
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
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暖心人”，把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以造福人民的新
业绩不负人民新期待。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锤百炼而
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应勇于自我革命，坚
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
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确保党不变
质、不变色、不变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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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一”前后，各地举行的建党百年主题灯光秀刷屏了。

光与影的变幻，今与昔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从星星之火
到万家灯火，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何等神奇的巨变，何等
伟大的奇迹！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
力的庄严宣告，发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华儿女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时代强音。

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凝聚磅礴之力，
一个百年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未绽放出如此耀眼的光芒；
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从未如此接近光辉的彼岸。

让伟大建党精神，激励我们向着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吧！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

国际观察

国际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17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
一轮和平谈判。此前，随着驻阿富汗美军加速撤离，塔
利班与阿政府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阿富汗安全形势持
续恶化。

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政府目前面临较大军事压
力，塔利班展现出愿继续和谈的姿态更多是策略性的，
阿政府能否挺过塔利班进攻将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影
响。但无论局势如何发展，美国对阿富汗当前的混乱冲
突都难辞其咎。

战事更趋激烈
继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驻阿美军撤离结束时间

从 9月 11日提前到 8月 31日后，美军中央司令部 13日证
实，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程已完成超过95%。

随着美国撤军接近尾声，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军的
攻势更加猛烈，不只攻占了多个地区，还试图攻占大城
市，对加兹尼省、坎大哈省、塔哈尔省等多个省的首府
发起了攻击。塔利班高级官员沙哈卜丁·德拉瓦尔日前
公开宣称，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 85%的国土。不过，
阿富汗政府对此表示否认。

阿富汗军事分析人士努鲁勒·哈克对记者说，宣称
占领85%国土只是塔利班的宣传策略，塔利班在全国大约
400个地区中只占有 100多个地区，而且在过去两个月里
并没能占领任何一座大城市。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认为，塔利班
近期确实新控制了更多地区，但并未形成压倒性优势。
目前塔利班大概控制了阿富汗35%左右的地区，阿富汗政
府控制着 30%左右，剩下的则处于双方争夺之中。总体
上，政府军并不处于弱势，只是应对策略和心理准备方
面有所不足。塔利班很难在一年内推翻阿富汗政府，除
非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美国逼迫阿政府接受塔利班
的和平方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说，
阿富汗政府能否抵御住塔利班进攻，除了双方力量对
比，还受到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政府
军从人数到装备都比塔利班有优势，但它的持续作战严
重依赖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空中支持和后勤保障，未来能
否继续获得这种支持将是关键。

和谈只是姿态？
塔利班在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的同时，也在与政府继

续和谈。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纳迪尔·纳德里 15 日说，
塔利班提议停火3个月，条件是政府释放7000名在押塔利
班武装人员等。但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回
应，塔利班没有提议停火，只表示愿意限制军事行动。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 17日的
谈判中就成立一个由双方代表组成的 14人委员会达成了
一致。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确定谈判议程，其中包括停
火、释放被关押战俘等内容。此前，阿富汗政府和塔利
班的代表7日和8日在德黑兰举行了对话会，会后双方表
示，战争不能解决阿富汗危机，应致力于政治解决。

王世达认为，塔利班边打边谈是两手应对。包括美
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希望阿富汗能进行和谈，都表示不
接受通过武力方式建立的阿富汗政权。塔利班面临外部
压力，希望通过和谈赢得国际社会支持，拓展外部空间。

朱永彪表示，塔利班的和谈姿态出于多重目的，比
如消化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已有成果、打乱政府军节
奏、分化阿富汗政府等。塔利班的和谈姿态更多是策略
性的。

努鲁勒·哈克则直言，塔利班并非真心和谈，他们
最看重的还是武力，希望通过武力推翻阿富汗政府。

美国难辞其咎
对于阿富汗的安全困境，不少阿富汗专家都批评美

国是始作俑者，指出当前阿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是美国罔
顾国际道义“甩包袱”式撤军导致的恶果。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阿特拉赫·奥马克希勒对记者
说，阿富汗持续不断的战争是美国领导的军事入侵的结
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阿富汗驻扎 20年，留下的
不过是残酷战事。美军日前在不及时通知阿富汗政府的
情况下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撤离，表明美国并不是一个
可靠的盟友。

另一名分析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乔对记者说，美
国从阿富汗败退将使这个饱受冲突困扰的国家战事进一
步加剧。“阿富汗人对美国
很失望，因为他们只留下
了战争、破坏和贫困。”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战或和战或和？？阿富汗局势向何处去阿富汗局势向何处去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国际空间站俄“星辰”号服务舱
发现新的潜在漏气点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8日报
道，美国航天局航天安全咨询小组专家日前表示，国际空
间站的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又确认几个新的潜在漏气
点，其中一些已被工作人员修复。

美国注册安全师委员会日前举行会议。美国航天局航
天安全咨询小组专家在会上说，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航天
专家使用了各种办法寻找国际空间站上的漏气点，俄“星
辰”号服务舱已有 3 个潜在漏气点被工作人员修复或堵
住。目前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已对空间站内宇航员的安
全构成威胁。

2019年9月，国际空间站被发现漏气问题。空间站机
组成员在俄“星辰”号服务舱过渡舱段内壁确认并封堵住
两条裂缝，但仍未能彻底消除漏气现象。据专家推测，漏
气可能与微陨石或太空垃圾碎片撞击国际空间站外壁有
关。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
新华社多哈7月17日电 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

主席阿卜杜拉、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
17日分别率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谈判中就
成立一个由双方代表组成的 14人委员会达成了一致。这
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确定谈判议程，其中包括停火、释放被
关押战俘等内容。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在古巴煽动骚乱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7
日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封锁，揭批美国政府资助反古势力
日前在古巴煽动骚乱，企图破坏古巴政治社会稳定。约
10万民众17日聚集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海滨大道一处广场
举行爱国集会。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迪亚斯-
卡内尔和其他党、政府以及社会群众组织领导人出席集
会。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并同
时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部势力干涉。

图为民众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华金·埃尔南德斯 摄）

印度孟买暴雨导致至少21人死亡
新华社孟买7月18日电 印度孟买近日持续暴雨。据

当地政府消息，18日凌晨的暴雨导致孟买发生数起房屋
倒塌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

据孟买市政府防灾部门公布的消息，18日凌晨，孟
买郊区一所房屋被倒塌的树木压垮，导致至少 12 人死
亡。另一起房屋倒塌事故造成至少3名居民死亡，还有数
量不明人员被埋。

此外，暴雨导致孟买市区内涝，部分地区供电中断。
由于积水，孟买部分铁路服务被取消。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 郭宇靖） 北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
提升便民服务的通知》，取消“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申
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和“使用商业银行贷款及使用异地公积金
贷款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两项
仅可单位经办人办理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归集业
务服务流程。

根据通知，目前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事项已均可由提取
人本人申请办理。其中 9项已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建议
提取人无需通过中介机构，亲自使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网上
平台办理提取业务。通知还要求进一步简化办事材料，优化
业务办理环节，职工本人及配偶在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
的，只提供无房产证明的，可以每月提取1500元的方式，按季
度提取住房公积金。

此外，北京还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住房公积金
单位登记开户、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购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北京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事项均可本人申请办理

新华社重庆7月18日电（记者 李松 柯高阳） 记者 18
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14日以来，四川盆地西北部、西南部
降下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嘉陵江、涪江洪水来势凶猛。
重庆、四川科学调度流域水库群，全力应对嘉陵江、涪江洪水。

据介绍，为应对此轮嘉陵江、涪江洪水，重庆、四川防汛部
门实时共享雨情水情，并开展远程会商协调联动。四川遂宁
市水利局将其境内涪江三星水电站调度方案通报重庆潼南
区，潼南区计算分析调度方案可能造成潼南城区超过保证水
位1.5米。重庆市水利局远程会商四川省水利厅和遂宁市水
利局，决定将三星水电站调度方案的最大下泄流量不超过1.3
万立方米/秒，调整为不超过1.1万立方米/秒。

截至 18日 8时，此轮嘉陵江、涪江洪水通过川渝两地，重
庆涪江沿线潼南、铜梁及嘉陵江沿线合川、北碚、沙坪坝等主
要站点未超警。由于三星水电站有序削峰，减少下泄流量，使
重庆潼南城区涪江实际最高水位较预计水位约低 3米左右，
减轻了灾害损失。

川渝两地联合开展水库群调度应对嘉陵江涪江洪水

延安革命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