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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梦想课堂

1月12日

1月14日9:00-11:00

1月15日

1月15日

1月15日9:30-12:00

1月16日

1月16日18:00-19:00

1月17日14:30-16:00

1月18日

1月18日9:30

1月19日

1月19日

1月19日15:30—17:30

1月20日

1月22日15:00—17:00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4日9:30-10:30

1月25日10:00-12:00

1月27日9:00-10:00

1月27日

1月29日

1月29日10:00-11:30

梦想沙龙

1月13日15：00

1月20日15：00

内容

励志课堂：村官、大学生志愿者
结合十九大精神和自身情况畅谈梦想

家庭课堂：“家和万事兴”讲座

时事课堂：榜样面对面十九大宣讲

爱生活课堂：有效沟通能力的培训与开发

时事课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系列活动之青年人读十九大

创业就业课堂：扶贫政策培训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时事课堂：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励志课堂：梦想的力量

时事课堂：十九大精神进社区

共青团课堂：四点半课堂之“国学讲堂”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解读——文化自信

健康课堂：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文化艺术课堂：元旦节传统习俗讲解

文化艺术课堂：细说“腊八节”文化习俗

爱生活课堂：关爱留守儿童知识培训

时事课堂：“挥写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铜梁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青少年电视书法大赛

文化艺术课堂：春联的文化

文化艺术课堂：书香山寨行

时事课堂：十九大知识讲座

平安课堂：消防安全讲座

爱生活课堂：人生境界与人文修养

时事课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基本方略

【逐梦分享】主题英语沙龙

【筑梦沙龙】梦想读书会

主办单位及电话

大足区龙水镇
电话43729423
开州区国学院
电话52218238

云阳县新津乡人民政府
电话15202391664

长寿区渡舟街道民兴社区
电话40420530

璧山区璧城街道办事处
电话18302379840
永川区松溉场镇
电话49546000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桥头镇
举办电话：85009328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
电话68163276

武隆区双河镇人民政府
电话77730226

大足区雍溪镇人民政府
电话43451300
忠县十字街社区
电话54453602
共青团潼南区委

电话18686783797
江津区委宣传部

电话81220340
涪陵区崇义街道秋月门社区

电话85669233
江津区文化馆
电话47538585
九龙坡区巴福镇

电话13330286656
巫溪县县妇联
电话51333399

铜梁区委宣传部，共青团铜梁区委，铜梁区教委、区电视台
电话45695998
巴南区花溪街道
联系62597809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图书馆
电话85009328
巴南区界石镇

电话13883936866
綦江区九龙社区

电话17782072008
潼南区文化委

电话13883476819
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办事处

电话68550322

博来居书吧
电话62619061

http://weibo.com/207728444

地 点

大足区龙水镇三楼一会议室

开州区举子园内

云阳县新津乡人民政府大会议室

长寿区渡舟街道民兴社区会议室

璧山区璧城街道来龙村会议室

永川区松溉场镇会议室

石柱县桥头镇桥头村会议室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会议室

武隆区双河镇人民政府会议室

大足区雍溪镇人民政府文化站

忠县忠州街道十字街社区会议室

潼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江津区鼎山街道东门社区会议室

涪陵区崇义街道秋月门社区会议室

江津区西江大道江津区文化馆内

九龙坡区巴福镇多功能活动室

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会议室

铜梁区人民公园

巴南区花溪街道红光社区三楼梦想课堂

石柱县太和社区会议室

巴南区界石镇和平社区大会议室

綦江区九龙社区会议室

潼南区古溪镇会议室

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
惠丰社区办公楼二楼

博来居·星光店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2F-008)

博来居·星光店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2F-008)

备注

免费

免费

2018年梦想课堂和梦想沙龙1月安排

借款人名称

重庆守海茂天

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CQZX1910120160002

原贷款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担保人名称

刘浏黄志海
重庆新文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CQZX1910120160002-11
CQZX1910120160002-21
CQZX1910120160002-12
CQZX1910120160002-1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市祥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与重庆市祥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的《信贷资产转让协议(卖断)》，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将其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重庆市祥
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
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重庆市

祥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重庆市祥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记者：怎样理解“大学习”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关系？

李国喜：开展“大学习”，就是要寻找
初心，永远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为
党员干部常补精神之钙，防止理想信念
动摇，时刻提醒当初入党宣誓的承诺和

信念是否还在。
开展“大学习”，就是要保持初心，只

有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学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好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忘

“根”和“本”，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理

想信念。
开展“大学习”，就是要践行初心，永

远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
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开展“大学习”，就是要实现初心，需

要党员干部把十九大精神与本部门、本
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
险”，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实际行动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保党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
骨。

（记者何雨欣、孟娜、李云路、熊琳、
沈洋、许晓青）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开展“大学习”：要寻找、保持、践行、实现初心

依靠大学习 走向大未来
——新华社记者专访中组部三大干部学院负责人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

来一个大学习。”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出鲜明号召。

为什么这个历史节点“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大

学习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

独家专访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郑金洲、教授刘靖

北，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中国延安干

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国喜。

记者：您怎么看习近平总书记发出
“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号召？

李国喜：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必须通过不断
学习掌握新知识，提升新能力，深刻领会
进入新时代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办等重
大问题，用新思想、新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大学习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大”字：

第一是主题大，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时代，要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本
领；第二是意义大，这次大学习有深远的
政治意义；第三是范围大，党的十九大报
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可以说，每个
方面都是一项重大课题，要通过全党的

大学习带动全社会、全国人民的大学习。
刘靖北：延安时期，党通过广泛深入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向实践学习，
向理论学习，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把
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为中国人民“站”
起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后，
全党通过学习，提高工作预见性、创造
性、系统性、主动性，为“富”起来做了很
好准备。现在新时代迎来了从“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飞跃契机，毫无疑问要来
一次大学习、集中学习才行。

“深刻领会新时代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办等重大问题”

记者：“大学习”学什么？
郑金洲：十九大精神博大精深，当前

最重要就是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也是十九大最突出的

亮点，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
们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造。理论已
经前进一步，怎么让理论及时被全部党
员干部掌握，这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

题。“大学习”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各
方面工作。十九大后我们大力开展集体
备课活动，老师学在先、领会在先、弄明

白在先，才能教得准确、深入、生动。
李国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容丰
富、博大精深，是相互联系、逻辑严密、有
机统一的科学体系。我们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在“三个结合”“三个贯通”
上下功夫。切实促进党员干部全面系统
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当前最重要就是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记者：“大学习”应该怎么学？
郑金洲：我们办学的特色之一，就是

让学员到现场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成果。我们有
530多个现场教学点，遍布长三角地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院所有班次的学

员都要到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还可以
到洋山深水港现场感受这几年的成就，到
浙江安吉感受生态文明建设，到杭州梦想

小镇现场感受新型城镇化。
李国喜：党员干部加强学习的成效，最

终要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以推动实践来检
验。必须进一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
风，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来开展学习，促
进学习取得实效，真正学出信仰、学出信念，
学出初心、学出使命，学出担当、学出本领。

“学出初心、学出使命，学出担当、学出本领”

记者：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
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郑金洲：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
是与生俱来的特征。中国共产党要长期
执政，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需要把握

时代脉络，向历史学习，向国际学习；要
始终做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就要做
小学生，向人民学习，调查研究是向人民
学习、了解群众疾苦的手段，是赢得人民
拥护的根本性前提；要做始终勇于自我
革命的党，很大程度上要自我学习、自我

提高、自我反思，才能自我净化；要始终
经受得起风浪考验，就要在处理风险中
学会处理风险，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才
能真正让一个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梅黎明：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
党思想建党的过程，这是党的基础性建

设。党的全部实践和理论表明，党的生机
活力，首先表现为思想理论上的生机活力，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首先表现为
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回
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
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
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
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
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

“要在处理风险中学会处理风险，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

▶

▶

▶

▶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
者 张玉清 张汨汨）新年度开训以
来，中国空军歼－20、运－20、歼－16、
歼－10C和轰－6K等新型战机，在练
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纲施训，推动空
军新时代打赢能力不断提升。

一声令下风雷动，振翅空天向打
赢。空军某机场，飞行员陈浏驾驶中国
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与歼－16、歼－10C等多型战机开展战
术背景下的空战训练。陈浏说：“我和
战友们正迎来练兵备战的春天，一定要

牢记军人誓词，提高胜战本领，时刻准
备战斗，忠实履行使命。”

歼－20新年展新姿，轰－6K夜训
有新意。曾经多次警巡东海、战巡南
海、砺剑远洋的空军轰－6K战机，连续
开展跨昼夜、长航时滚动训练，部队紧
急出动能力得到检验提升。装备轰－
6K的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郝建科表
示，要按照“三个要过硬”的战略要求，
持续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海
上体系作战能力，向着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目标前进。

制胜空天制胜空天 中国空军歼－中国空军歼－2020等等
多型新机新年开训多型新机新年开训

中国空军歼-20战机进行
飞行训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
者 王宾 陈聪）2017年入冬以来，
多地流感呈高发态势。国家卫生计
生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流感
疫情监测和处置，确保医疗救治，发
挥基层在流感防控中的作用，切实
做好2018年流感防治工作。

为确保病例早发现、早诊断、
早报告、早隔离，及时有效处置疫
情，通知指出，要充分发挥流感监

测哨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作用，进
一步加强流感样病例监测与样本
报告，密切跟踪流感病毒变异情
况，及时指导防控。特别要指导教
育部门做好学校、幼儿园儿童入学
入托晨午检和缺勤缺课登记报告
等防控工作。一旦发现聚集性疫
情，要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做
好密切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标本采
集和检测。

国家卫计委：

加强聚集性疫情监测
确保重症患者救治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
者 陈菲）记者10日从最高检获
悉，2017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
23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2014年
10月至今已遣返劝返外逃“百名红
通人员”34人。

由检察日报社主办的2017年
度十大检察新闻、十大法律监督案
例评选10日揭晓，此新闻被列为
2017年度十大检察新闻之一。此
外，最高检机关2017年10月起运
行新的司法办案机制；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全
面推开；检察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热播，创下近10年来国产电视
剧收视率最高纪录等也位列十大检
察新闻。最高检第一时间派员调查
于欢案，提出检察监督意见；最高检
核准追诉24年前抢劫杀人凶犯周
涛，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检察机关
意见被全面采纳，内蒙古“玉米案”
再审王力军被改判无罪等被评为十
大法律监督案例。

去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
原省部级以上干部23名

图 说 天 下

1月10日，在银川市花博园，参加体验的记者在拍摄全自动无人
驾驶“云轨”列车。

当日，比亚迪和华为公司在宁夏银川市联合发布我国首个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轨”无人驾驶系统，首条搭载这一系统的

“云轨”线路也在银川通车运行。 新华社发

1月9日，在泰国曼谷一家医院，机器人搬运文件。据统计，泰国
已有约41600个机器人应用于各行各业。 新华社发

1月9日，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县蒙特西托，一辆汽车漂在泥水
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警方周二表示，冬季风暴所引发
的泥石流在该县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3人。新华社发

无人驾驶“云轨”亮相

曼谷医院使用机器人

美加州泥石流13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