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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缓解“等米下锅”
焦虑

国家为科研经费拨付设时限

—— 焦 裕 禄 精 神 述 评
□ 新华社记者 翟濯
1966 年 2 月，长篇通讯《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的名
字传遍千家万户，成为全国家喻户晓
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和全体党员干
部崇敬的榜样。
在兰考工作的 475 天，焦裕禄带领
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泡桐，用生命树
起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铸造出
熠熠生辉、穿越时空的伟大精神——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
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2014 年 3 月 17 日，在河南省兰考
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焦裕禄
同志纪念馆，参观焦裕禄生平事迹。他
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
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
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
向他学习。
“拼上老命，
大干一场，
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走进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首先见到的是焦裕禄震撼人心的奋斗
誓言和临终遗言——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
兰考面貌。
”
“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
把沙丘治好。
”
1962 年冬，兰考县正遭受严重的
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焦裕禄临危
受命，带领干部群众追洪水、查风口、
探流沙，总结出了整治“三害”的具体
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办
法。
他亲自带队调查，因为“蹲下去才

能看到蚂蚁”。3 个月的时间里，焦裕禄
带领全县干部跑了 120 多个大队，行程
5000 余里，掌握了整治“三害”的第一
手资料。
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剧痛难忍
时，他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顶着
肝部，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
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
过的棉被上有 42 个补丁，褥子上有 36
个补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孩子
“看白戏”时，立即拿钱让孩子到戏院
补票。
……
“ 路 漫 漫 其 修 远 矣 ，两 袖 清 风 来
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50 多年前，
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抗争、
广植泡桐，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播撒
下了“千顷澄碧”
的希望。
50 余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
考大地接力奋斗。2017 年 3 月，兰考成
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焦
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如
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
精美的家具，成为兰考人民致富奔小
康的重要产业。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
唯独没有他自己”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
员颜晓峰认为，焦裕禄精神丰富深邃，
其核心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
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当年，兰考群众听说来了一位新
的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经下乡三天
了。为了拉近和群众的距离，他提出了
“三同”工作法——和群众同吃、同住、
同劳动。

大雪封门夜，他不顾风雪访贫问
苦。面对老乡“你是谁”的疑问，一句
“我是您的儿子”
，让老乡热泪盈眶。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 4 张照
片，其中 3 张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常
说：
“ 镜头要多对准群众，多给他们拍
些照片，
多有意义，
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得
比自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禄依
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
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
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
桐栽了多少……
斯人已逝，
“焦桐”
有情。
79 岁的兰考农民魏善民有一个保
持了 50 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都要
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外的一
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 1963 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
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 5 米多粗、26
米多高的参天大树。附近的泡桐树更
新了三四代，它仍傲然挺立。这棵树，
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实
情，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干活
……每个在“焦桐”下休憩的人，都能
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人民也把他放在心中最崇敬的位置。”
颜晓峰说。
“百姓谁不爱好官”
——
人民呼唤焦裕禄
“ 百 姓 谁 不 爱 好 官 ？把 泪 焦 桐 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1990
年 7 月，有感于焦裕禄精神，时任福州
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填写了《念奴娇·追

思焦裕禄》一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
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
公仆情怀，
凡事探求就里、
“吃别人嚼过
的馍没味道”
的求实作风，
“敢教日月换
新天”、
“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任
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
的道德情操。
跟随焦裕禄工作过一年零四个月
的原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
生，生前深有感触地说：
“ 人民呼唤焦
裕禄，是在呼唤我们党一贯同群众血
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呼唤我们党
的崇高理想。
”
令人欣慰的是，焦裕禄精神流淌
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液中：扎根乡
镇 50 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
印，
“ 一腔热血洒高原”的改革先锋孔
繁森，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全国优
秀县委书记”
廖俊波……
已经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讲
解工作 28 年的董亚娜经常被问到一个
问题：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容，是
否会感到厌倦？
董亚娜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
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
“焦裕禄
书记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
新。
”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
历久弥新、价值永恒。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将激励全党干部群众进一步
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前行，汇聚
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
力量。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琳琳）经
费拨付时间长、进度慢、环节多是科
研人员经费申请使用中时常遇到的
“头疼事”
。为有效缓解“等米下锅”
的
焦虑，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
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的若干意见》针对拨付流程中不同环
节提出明确时限要求。
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
玉介绍，
第一个环节从财政部门到项
目管理部门。在部门预算批复前，项
目管理部门就可以拿到预先拨付的
经费，确保科研活动正常推进。需要
说明的是，预算正式批准后，财政部
要在 20 日内批复下达科研经费。
第二个环节是从项目管理部门
到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 这次意见特
别提出明确时限，
要求项目管理部门
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 30 日内，将经
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
切实保障科
研活动实际需求。
”黄家玉说。
第三个环节是从项目牵头承担
单位到项目参与单位。
科研工作往往
需要多个单位合作开展，
从项目牵头
单位到项目参与单位是经费拨付的

最后一环。意见专门明确，项目牵头
单位要根据项目负责人意见，
及时将
经费拨付至项目参与单位。
此外，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介
绍，
考虑到科研活动的连续性以及避
免突击花钱等问题，
意见取消了此前
结余资金只有 2 年的使用期限，明确
项目结余资金全部留归项目承担单
位继续使用，
由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
研活动的直接支出，
优先考虑原项目
团队科研需求。
新政策出台后，
如何实现新旧政
策无缝衔接？黄家玉表示，对于意见
发布时执行期已结束、进入结题验
收环节的科研项目，按照原政策执
行，不做调整。对于意见发布时仍然
处在执行期内的科研项目，由项目
承担单位统筹考虑本单位实际情
况，并与科研人员充分协商后，确定
是否执行新规定。如果项目承担单
位经与科研人员协商后，确定要执
行新规定的，涉及需要项目管理部
门同意的，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执行。
对于意见发布后，
新立项的科研项目
按照新规定执行。

全国法院网上立案帮助诉讼参与人节约出行成本近 16 亿元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罗沙）最高人
民法院信息中心与国家节能中心 24 日
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法院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基本
形成，智慧法院通过推行电子诉讼极
大方便人民群众，推动实现打官司“一
次都不用跑”
。
这份《建设智慧法院 促进绿色
发展成效分析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
法院接收网上立案 1080 万件，占一审

立案量的 54%。理想状态下当事人 20
分钟即可通过网上诉讼服务平台完成
立案申请。
报告说，相比于传统线下法院现
场立案方式，2020 年全国法院通过网
上立案帮助当事人、律师等诉讼参与
人减少出行约 24.5 亿公里，节约出行
成本约 15.9 亿元，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8
万吨、减少碳排量 16.3 万吨；节约纸张
约 1.2 亿张；节省当事人、律师等诉讼

参与人时间约 4860 万小时。
在网络司法拍卖方面，2020 年全
国法院共使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累计
上拍标的物 57.3 万件，共有 39 万人报
名参加拍卖，成交额 4013 亿元，相比线
下拍卖方式节约当事人佣金 123.6 亿
元。
此外，全国法院建成全国统一、内
外联动的执行信息化体系，实现财产
网络查控、跨部门联合信用惩戒、远程

执行指挥等。2020 年，全国法院通过总
对 总 网 络 执 行 查 控 系 统 查 询 16.7 亿
次、划扣冻结 3392 万次。
“2020 年，全国法院通过信息化手
段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报告说，
如果采用传统线下方式达到信息化条
件下的工作效果，需要干警公务出行
约 73 亿余人次，出行里程约 870 余亿
公里，相当于消耗标准煤 430 多万吨、
排放二氧化碳 890 多万吨。

8 月 23 日，
观众在 2021 智博会中国中铁馆参观。
当日，2021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开幕，有 600 多家企业通过
线上或线下方式参加展览，集中展现智能化发展新成果。本届智博会以“智
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重点关注工业互联网发展新态势，
将举办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高峰论坛、
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同时专门设置了 2 万平方米的工业互联网展区，场景化呈现数字孪生工厂、
柔性生产线等技术场景。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池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池自然资规挂告字〔2021〕14 号

经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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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地块
号 名称

土地
位置

规划指标要求
土地
出让
加价
竞买
建筑
土地
投资强度
起始价
绿地
面积
年限
幅度 保证金
用途 容积率 密度
（万元/亩）
（万元、总价）
率（%）
（m2）
（年）
（万元/次）（万元）
（%）

估价报告
备案号

1 H21

皖江江南
工业 不小 不低于 不超过 不低于
新兴产业 17314
用地 于 1.2 40% 15%
300
集中区

50

299

5

299

3403421BB0050

2 H23

皖江江南
工业 不小 不低于 不超过 不低于
新兴产业 10109
用地 于 1.2 40% 15%
300
集中区

50

175

5

175

3403421BB0051

皖江江南
工业 不小 不低于 不超过 不低于
3 F14-1 新兴产业 55572
用地 于 1.2 40% 15%
300
集中区

50

959

10

959

3403421BA0061

备注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到池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南产业集中区分局获取挂牌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9 月 8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到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南产业集中区分局按要求提交书面
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2 日 17 时 30 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南产业集中区分局将在 2021 年 9
月 22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池州市清风西路 129 号），挂牌时间
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 8 时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 17 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邮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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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南产业集中区分局
联系电话：
0566-2210606
联系人：
韩先生
开户单位：
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池州江南产业集中区支行
账号：
34001766608059000123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8 月 24 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感谢与福彩相遇
（上接池州福彩 2634 期）

减资公告

百年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路。这 100 年，中国共产党向

稳定的生活让陆文协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培养自己的业余爱
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外省市举办刮刮乐手工艺品大赛的视

人民、向历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
创作《满意的答卷》，陆文协耗时一个月，用了 6000 多张彩票。

安徽上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频，看到刮刮乐废票能制作成色彩缤纷、各种各样精美的作品，大

他表示：
“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同样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过

91341700MA2TT9K745）拟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18

为惊叹，随后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幸福生活的，我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 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公司

陆文协开始上网搜索一些手工入门教程，边学边做，同时也向

年之际，
作为福彩人，
对能用作品为党献礼感到非常高兴。
”

（来源：中国福彩网）

一些高手请教制作工艺：
“起初兴致很高，晚上都不想睡觉，经常做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到凌晨三四点。我没有美术功底，前期主要是临摹别人的作品，失
败的居多，随着水平的提升，我开始尝试自主制作作品。
”

联系人：
郁贞

今年是陆文协第三次参加全国福彩即开票手工艺品创作大

电

赛，之前两次，
陆文协的作品都曾获得了全国大赛二等奖。

（第2635期）

谈起这次的作品《满意的答卷》，陆文协讲解了其寓意：
“建党
彩种

彩票
开奖公告

福彩 3D
双色球
七乐彩
15 选 5
福彩 6+1
快乐 8

期数

2021225 期
2021095 期
2021097 期
2021225 期
2021097 期
2021225 期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日期

2021-08-23
2021-08-22
2021-08-23
2021-08-23
2021-08-23
2021-08-23

话：
18605666488

特此公告

开奖号码

4 9 8
08 12 17 24 27 28 +13
03 04 06 08 09 11 13 22
02 05 07 10 13
2 0 7 6 7 8 蛇
06 11 14 17 25 26 30 36 37 41
53 62 64 65 66 67 68 70 73 76

安徽上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4 日

★东至县茶溪大红板厂：2011 年 11 月 08 日核发的
923417210836762241（注册号为 341721600186998）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