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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90

年不短，我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能够更清

晰地回望，获得更深沉的思考；90年不长，

九一八就像矗立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坐

标，发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警示。

九一八，这是让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

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日军

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

为，遂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由此爆发。

历史在这里沉思：七八百人的侵略

者何以几个小时占领了7000多人驻守的

北大营？貌似固若金汤的沈阳城何以一

夜陷落？远大于日本本土的广袤东北，

何以几个月就落入敌手？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怕挨打也

会挨打，不抵抗会被痛打。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旧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衰败，人为刀

俎，我为鱼肉。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攘外必

先安内”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抵抗政策”等

同于开门揖盗，酿成了奇耻大辱，造成了国家

难以估量的深重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

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

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

幕。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

城，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开启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90年过去了，中华大地上，抗战的烽火

硝烟早已不在，但九一八作为心头抹不去绕

不开的一道伤疤，中国人民永世不忘，永远

铭记。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书写。在成

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崭新的

历史起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之际，中国人民有骨气、有信

心、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

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回望九一八，

就是要树立历史思维，牢记历史警示，获

得历史智慧，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

危，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向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新华社记者 徐扬

新华社沈阳9月17日电

本报讯（记者 徐丽）2021 年中秋、国庆
将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和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市纪委监委近日
印发《关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
好“中秋”“国庆”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
知》，要求坚持严抓节点、纠树并举，锲而不
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保清廉节俭、
文明祥和过节。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上率下，自律自警
压实责任。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督促党员干
部时刻铭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事关事业兴
衰，须臾不能松懈。要牢固树立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理念，将节点视
为考点，抓紧抓实节日期间作风建设，坚决
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保障在新征
程历史关口期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新阶段加强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政
治上认识和把握在新起点上加强作风建设
的重要意义，把持之以恒强化作风建设作为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检验，把强作
风、树新风作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切入点，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将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推进。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督促党员干部杜绝侥幸心理、麻痹心
理，做到遵规守纪、不碰红线。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率先垂范，发
挥“头雁效应”，严守纪律规矩，带头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砥砺为民、务实精
神；带头抵御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等各种铺张浪费行为，坚决防范借
空白、虚假公函违规吃喝等问题。要认真学
习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市纪委监委在中
秋国庆期间公开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清
醒认识“四风”和腐败互为表里、同根同源、
风腐一体的关系，防止松劲懈怠、疲劳厌战
等不良倾向，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

通知强调，要守牢纪律底线，严防“四
风”反弹。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四风”问题
的顽固性、反复性，坚持不懈推动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落实，做到“九紧盯九严禁”。一
是紧盯违规吃喝和餐饮浪费问题，严禁无
公函接待、“一函多餐”或利用虚假公函搞
超标准接待，以及“一桌报多桌”“不吃公款
吃老板”等行为；二是紧盯经费管理问题，
聚焦经费审批、报销等关键环节，严禁违规
发放各类津贴补贴；三是紧盯收送礼品礼
金问题，严禁以节礼为名违规收送名贵特
产，以及通过快递物流收送礼品等隐形变
异行为；四是紧盯公务出行，严禁以考察调
研、招商引资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或借机
绕道旅游；五是紧盯车轮歪风问题，严禁公
车私用、私车公养或利用职权违规向管理

服务对象及下属单位借用车辆；六是紧盯婚
丧喜庆事宜，严禁大操大办、借机敛财，以及
化整为零多批次操办，搞形式上的“合乎标
准”；七是紧盯换届纪律，严禁借节日之机搞
拉票贿选、跑官要官等干扰换届行为；八是紧
盯给基层造成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严禁随意派任务、要材料、要报表、扎堆调
研和滥用微信群点到、打卡、晒工作照等“指
尖上的形式主义”；九是紧盯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灾害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食品安全等
领域，严禁思想麻痹、精神懈怠或对有关政
策、管理制度搞“一刀切”式落实，对基层单位
正常工作秩序和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造成不良
影响。

通知要求，坚持纠树并举，推进常态长
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
责任，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聚焦关键少

数、关键环节、关键部位，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开
展监督检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露头就打、反复敲打，对困扰基层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全面检视、靶向纠治，持续为
基层松绑减负。要充分认识到“腐败问题和不
正之风交织，‘四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持
续整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
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群众身边的腐
败和不正之风。要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坚持
“三不”一体推进，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案促
治，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要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在严肃查处
违纪违法问题的同时，大力倡导新风正气，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继承
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涵养崇高道德品行，持续擦亮作风建设的“金
色名片”。

市纪委监委印发通知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做好中秋国庆期间正风肃纪工作

新华时评

勿忘九一八 整装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 徐丽）中秋、国庆将至，为进
一步严明纪律要求，净化节日风气，巩固拓展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日前，市纪委监委公
开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宝坻区税务局大白税务所原党支部书记、
所长张永利违规收受礼金、接受管理服务对象
宴请问题。2014年至2020年，张永利先后15
次收受辖区内纳税企业和个人送予的礼金共
计13.6万元；在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办理税
收业务期间，借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之机违规接
受企业负责人宴请。此外，张永利还存在其他
违纪、职务违法问题。2021年4月，张永利受到
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行政执法
员，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宁河区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张涛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8年至2020年，张涛
在先后担任该区兴宁集团副总经理、经济开发区
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3次借春节之机收受某私
营企业主送予的高档白酒，共计价值1.68万元，
并在其生病和其父亲发生交通事故期间收受该
私营企业主送予的现金共计2.5万元。2021年6
月，张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武清区东蒲洼街道工委书记刘威违规决
策向下属企业拨款购车、使用下属企业车辆问

题。2020年7月，刘威违反武清区公务用车管
理规定，在未经集体研究决策、未履行有关程
序情况下，通过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向下属某企
业拨付44万元，由该企业利用报废用车指标购
买7人座汽车1辆（排量2.0T），作为该街道日
常办公用车使用，车款、税费、保险等共计42.5
万余元。2021年6月，刘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东丽区东丽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二
级调研员潘智斌等人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
宴请问题。2018年至2019年，潘智斌在负责城
市管理、两湖园区管理工作期间，先后两次组
织分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某酒店违规接受辖区
某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的宴请。2021年3月，
潘智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员
受到相应处理。

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原党委副书记、乡长
吴振林等人私自改变公务行程公款旅游问题。
2018年8月21日至26日，吴振林等一行5人在
赴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进行帮扶调研和产业对
接期间，借扶贫之机，私自改变公务行程，赴青海

省塔尔寺、茶卡盐湖和甘肃省敦煌莫高窟、月牙
泉、七彩丹霞等景点游玩，绕道公款旅游产生的
2.15万余元费用在该乡财政所报销。2021年6
月，吴振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
任人员受到相应处理，违纪款项予以收缴。

通报指出，上述5起案例，都是近年来顶风
违纪、不知收敛的典型案例，有的多次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有的变着花样大吃大喝，有的借
扶贫之机绕道公款旅游，有的变相违规购买使
用公车。这些问题的产生，暴露出在高压态势
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知敬畏、胆大妄为，也
反映出“四风”问题积习甚深、顽固复杂，必须
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
异、防疲劳厌战。

通报强调，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
规矩，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做到“两个
维护”的必然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关于加
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政治上认

识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纠治“四风”和惩治腐败工
作，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
鉴、警钟长鸣，深刻认识“四风”与腐败互为表里、同
根同源，时刻警觉由风及腐的现实风险和严重危
害，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到慎独慎微慎始慎
终。要纠“四风”树新风，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用伟
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大力弘扬新风正气，以
优良党风带动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保持韧劲、持续用力，
既抓重要节点、也抓平时平常，对违规吃喝、违规收
送礼品礼金等易发多发问题露头就打，对花样翻
新、改头换面的“四风”问题重拳惩治，对顶风违纪、
屡教不改、性质恶劣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从重处
理，切实打到痛处、打出实效，让违规违纪者受到切
肤之痛、彻骨之痛，使心怀侥幸者丢掉幻想。要建
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三不”一体推进，
充分发挥惩治震慑、监督约束、制度规范、教育引导
综合效应，不断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我市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17日应询表示，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美英澳
所谓“印太战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
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台海和平稳
定带来损害。

有记者问，近日，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
伴关系，强调台在印太的作用。美澳发布含涉台
消极内容的联合声明。民进党当局示谢。对此有
何评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她说，美英澳宣布建立军事伙伴关系并达成
向澳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的交易，是对地区和平
稳定的破坏，违背有关国家在国际机制中所作承
诺。这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在军事上拉帮
结派搞对抗的做法，本质上是冷战零和思维和地
缘政治观念作祟，违背时代潮流，不得人心。

朱凤莲指出，美澳有关涉台言论再次暴露其长
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认知和“以台制华”的阴
险图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以所谓“民主”“有
意义参与国际”等理由为台说项的言行，都是对中国
内政的严重干涉。我们敦促有关国家以实际行动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对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在涉台
问题上谨言慎行。

朱凤莲表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
大能力！谋“独”挑衅只会自取灭亡。

美英澳所谓“印太战略”纳入中国台湾地区

严重违背一中原则

上海苏州河畔美丽宜居的城景中，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是历史见证、抗战丰碑。

1937年“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天4夜，用生命和鲜血奏响抗击侵略的壮丽凯歌。图

为9月17日，人们参观四行仓库西墙的炮弹孔和枪弹孔。 新华社发

国台办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天津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管理办法》（津政办发
〔2019〕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批准，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
负责组织实施编号为津丽（挂）
G2021-0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公开挂牌出让工作，天津市土地
利用事务中心在市土地交易有形市
场具体操作挂牌交易工作。现就有关
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相关情况

该地块坐落于东丽区二纬路南
侧、六经路西侧，其四至为：东至天
津德生利投资有限公司，南至天津
电装电机有限公司 ，西至五经路，
北至天津电装电机有限公司（以挂
牌文件附图为准）。场清地平、土地
权利清晰。

地块界内使用范围、界外处理范
围如另有电力、通讯、供（排）水、供
暖、人防等地上（下）建筑物、构筑物、
附着物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含管线），
受让人可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

不需要保留的，由东丽区政府负责予
以解决。

二、土地使用条件及其他要求

该地块出让土地面积（规划用地
面积）6188.2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
一类工业用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容积率0.7-2.0，绿地率20%，建筑密度
≤50%，建筑系数不小于35%，准入产业
类别为汽车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投资强度不低于3950万元人
民币/公顷。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年期为50年，挂牌起始价
为人民币1100万元。

其他要求：
1.有关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和装

配式建筑的建设要求详见《规划条件
通知书》附件，后续监管由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

2.该项目建筑高度应满足机场限
高要求；

3.其他规划与建设要求详见《规
划条件通知书》及其附件；

4. 受让人须自土地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 30 日内缴付不低于全部
土地出让金的 50%，自土地出让合
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缴齐全部土
地出让金；

5. 受让人须自交付土地之日
起 1 年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 2 年
内竣工；

6.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面积不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

三、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凡
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及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竞买人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违约行
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到位前，
竞买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加土地竞
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
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

以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

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5、依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

关法律法规，存在违法违规信用记
录的。

竞得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
不在东丽区的，应按照规定在东丽区
注册新公司，并由该新公司在《挂牌地
块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时限内办理签
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有关事宜。

竞买人须交付竞买保证金人民
币280万元，接受等额外币（美元、欧
元、日元、港币）或境外人民币支付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期限
为2021年 10月 14日 16:30，竞买申请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7:30。

具体申请竞买办法和相关条件请

参阅挂牌文件《竞买须知》。
四、获取挂牌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挂牌公告日期为2021年9月
18日至 2021年10月8日，自2021年9
月23日至 2021年10月14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4：30-
16：30 到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
市和平区曲阜道 88 号)或天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获取挂牌
文件。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

该地块挂牌时间自2021年10月9
日至2021年10月18日上午9:50，在市
土地交易有形市场交易大厅及市土地
交易有形市场东丽区交易厅电子显示
屏幕进行挂牌，并接受报价（法定节假
日除外）。

若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提出竞买申请的，须在
挂牌截止日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50前到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
市和平区曲阜道 88 号)进行现场报

价，参加现场竞价活动。当日，市土
地交易有形市场东丽区交易厅不接
受报价申请。

六、挂牌标的竞买增价幅度

本次挂牌标的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七、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八、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该地块挂牌
出让文件，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联系方式

咨询联系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东丽分局

联系人：范先生
联系电话：（022）24990468
获取挂牌文件咨询：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22）23195960
竞买报名咨询：
联系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022）23195982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

2021年9月18日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50期3D开奖公告

872
天津投注总额：131653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530注
2133注

1500元
252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派奖奖金余额：3559049元

中国福利彩票

17 1627 2224 15 10+05

第2021108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3注
4注

157注
373注
5266注
7729注
63804注

436463元
46763元
2382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53158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