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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和《道路货物
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吴堡县飞龙运输车队在市县
有关部门多次安全检查中均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且经吴堡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责令限期整改后仍不具
备开业安全条件要求。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
规定》第六十五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规定，现依法依规对吴堡县飞龙运输车队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予以公告吊销。被吊销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许可证号：610800000017），
于公告之日起7日内交回榆林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特此公告

榆林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8年1月11日

榆林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吊销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由 于 进 行 数 据 迁 移 工 作 ，1 月 12 日 18

时—14 日 24 时及 1 月 18 日 18 时—21 日 24

时期间，榆林供电局各营业厅售电系统暂

停服务，请广大预付费（磁卡表）客户根据

剩 余 金 额 和 自 己 用 电 情 况 ，及 时 提 前 购

电。其间，客服热线 96789 也将暂停，如有

需求，请就近联系供电所或营业厅。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公 告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
当单独申请。

三、确定竞得人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办理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2月1
日到绥德县国土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竞买申请截止时间：2018年2月9日16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8年2月9日16时
竞买资格确认截止时间：2018年2月9日17时
挂牌报价时间：2018年2月11日
摘牌时间：2018年2月12日10时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
挂牌时间：2018年2月2日8时至2018年2月12

日10时
挂牌及报价地点：汉庭榆林绥德天河长酒店七楼会

议室
六、其他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2.该地块以现状条件挂牌出让。
3.土地成交后，竞得人于10个工作日内与绥德县

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
余款按合同约定交付。竞得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
止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交易，不退还保
证金。

4.竞得人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
清全部出让价款后（含未按时缴纳出让金产生的违
约金及分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方可办理国有土地不
动产证。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绥德县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13474220796 15353163636
联 系 人：田润楠 魏东东
开户单位：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
账 号：3700 0205 1924 5169 396

绥德县国土资源局
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绥德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绥德县人民政府批准，绥德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四幅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6108262017
C26

6108262017
C25

6108262017
C23

6108262017
C19

宗地
位置

绥德县四
十里铺镇
物流园区

绥德县张
家砭镇五
里店村

绥德县名
州镇裴家
峁村

绥德县石
家湾镇石
家湾村

土地
面积

208840平方米
（约合313.26亩）

15270平方米
（约合22.905亩）

46055.9平方米
（约合69.08亩）

1700.1平方米
（约合2.55亩）

规划
用途

工业用地

商住用地

文化娱乐
设施施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商业40
年，住宅
70年

40年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0.7

≤2.5

≤1

≤0.42

建筑
密度

≤30％

≤22%

≤20%

≤19%

绿地
率

≥20%

≥30%

≥30%

≥30%

挂牌
起始价

2004.864
万元

1620万元

490万元

50万元

竞买
保证
金

350
万元

280
万元

90
万元

10
万元

增价
幅度

10万或
10万的
整数倍

10万或
10万的
整数倍

10万或
10万的
整数倍

5万或
5万的
整数倍

其他规划要求按绥德县规划局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执行。

“六条经验”弥足珍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探索和经验
为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奠定
坚实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紧紧盯住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在充分发扬党
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
上，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
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党风政风
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全面从严治党成效
卓著。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深刻总结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六条经验：
——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

一，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
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
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
一，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
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
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
层设计上着力；

——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
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
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
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

——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
一，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
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
住“问责”这个要害；

——要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
一，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贯
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

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
——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

一，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
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
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这六条经验，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一系列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的
系统总结，揭示了过去5年来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深刻原因。”北
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说，这几条经验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合
力，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
高波指出，这些经验的探索和取得，很重要
的一个因素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从党中央率先开启，始终在党中央的统
一领导和率先垂范下推进，牢牢把握住了全
面从严治党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问题导
向，通过勇于自我革命、善于改革创新不断
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一个判断”警钟长鸣——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
动摇

全面从严治党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在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

“三个不能有”明确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
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
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
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
就收的想法。

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示，
受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面
临的执政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
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中央纪委首次
公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

据，查处问题4353起、处理人数6190人，从
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内
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问题依然
多发。2个多月来，从被立案审查的腐败分
子来看，不收手、不收敛的问题仍然存在。

“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形势的
清醒判断。”高波分析说，过去5年重点解决
了长期积累的存量问题，但这项任务还远
没有完成；在遏制增量上，在反腐败高压态
势下，仍有不收手不收敛的问题；当前不敢
腐的效果已经显现，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
制仍待进一步完善；同时，重拳高压基本刹
住了乱作为的问题，但不担当不作为、慵懒
散等问题又随之出现，斗争会更加复杂，更
考验全面从严治党的耐力和能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因势而谋，因势而为。
面对当前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指出，党的队
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迫
切要求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当前无论从
年龄结构、职业结构还是知识结构等方面，
党员队伍正发生深刻变化，年轻党员越来
越多、学历层次越来越高，党的建设也必须
与时俱进，这就对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出
更高要求。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必须用党的创新
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的方式方法，让党内教育更有吸引力感
染力；必须时刻牢记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
特性，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高
度的组织性，才能让全党拧成一股绳。”辛
鸣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问题
导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
神，坚定不移抓下去。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
命，必须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辛鸣表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是过去长
期形成的，越是留到后边的越是硬骨头、越
是深层次的问题，不会像过去那样立竿见
影，必须拿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和斗争
精神，将这场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五项举措”指明方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将全面从严
治党引向深入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

此次全会上对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五项举措：

——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庄德水指出，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将
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
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强调党的
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
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
挥、为党尽责，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增强

“四个意识”，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
于人心向背。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惟有在
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才能不
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反对特权
思想、特权现象，直指‘四风’问题的根源和
要害。”庄德水说，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始终
保持对人民的赤子情怀，扑下身子、深入群

众，用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的工作方式，
扎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
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让铁的纪律
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是纪律建设的目标所在。

“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
策。”高波说，纪律强党要努力将纪律建设
推向纵深，强化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深
入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在第
一种形态上下功夫，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成为常态，深化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

——要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老虎’要露
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既抓涉黑组
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加强反腐败综
合执法国际协作”……习近平总书记的一
系列具体要求和部署，掷地有声。

高波表示，虽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反腐要坚持减存量、重点遏增量，惩处力度
不减、节奏不变，还要向基层延伸，严惩扶
贫民生等领域腐败问题；同时，要针对权钱
交易等问题，通过改革和创新制度切断利
益输送链条，解决干部“被围猎”的现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
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提高自身免疫力。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
习近平总书记对纪检监察干部提出的要
求，明确清晰。

庄德水表示，纪检监察队伍是党内守
林护林的“啄木鸟”，必须确保忠诚干净担
当，敢于监督，敢于得罪人，同时做到自身
过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做到
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
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释放全面从严治党新信号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 罗争光 荣启涵

（上接第一版）回望过去极不平凡的五年，我们党以
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
党、对国家、对民族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经
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有了很
好的基础，我们要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
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
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建设强，才能统揽“四个伟大”全
局，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全面从严治党一刻都不
能松，这是管党治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正确的
大政方针要取得成效，重在坚持、难在坚持。改革开
放以来的实践表明，管党治党只能紧不能松，否则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气焰更加嚣张；就会
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
信心和信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
卓著，同时也要看到，这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良
好开端，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决

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问题再抓一抓、又松
一松的循环，必须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
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党章规定“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各个组
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
会；党中央强调“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都不是空洞的口号，
不能只停留在表态上，要落实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
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
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
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实践证明，中
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
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乘势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
新局面，我们党就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
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
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乘势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11日在京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
声的话语，揭开了党的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深入分析了党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为党的建设重整行装再出发明确了方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