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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和模范个人拟推荐人选的公示

一、全国模范退役军人（9名）
卢永华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大队长
陈 琪 青海水井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永孝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责

任工程师
李 欣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工务段

线路班长
李尚剑 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武装部部长
谢作干 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
房正良 广东闯越企业集团执行总裁
罗晓军 贵德县顺源养鸡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

董博俊 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
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3家）

青海省第一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西宁市烈士陵园
青海省优抚医院

三、模范个人（1名）
许黔胜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处干部

公 示 期 为 5 个 工 作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 至 7 月 4
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的拟推荐对象有不同意见，请

以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反映。反映情况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
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
实名并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2019年6月28日

联系电话：0971-6317892 6105136（传真）
电子邮箱：290004921@qq.com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60号

根据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模范个人评选表彰工作要求，近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各市（州）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模范个人推荐活动，按照公平公正、优中选优的原则，经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严格审核，从中遴选出卢永华等 9 人拟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青海省第一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等 3 家单位拟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
位；许黔胜同志拟为模范个人。为确保上述拟推荐模范退役军人、模范单位、模范个人的先进性，现予以公示：

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表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
痛惜，向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他强
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

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
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
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
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
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 年她从北京
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百色工
作。2018年 3月，黄文秀同志积极响应组

织号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埋头苦干，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
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20％以上。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她在从百色返回
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
30岁的宝贵生命。

习近平对黄文秀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石家庄 7月 1日电 从首
都北京 往 西 走 218 公 里 ，有 一 座 千
年 古 县 —— 河 北 省 蔚 县 。 千 余 年
来，这里英才辈出。为国为民戎马一
生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冯剑平，
就是被人们记颂至今的英雄之一。

冯剑平，1913 年出生于河北省蔚
县，1932年考入宣化中学，求学期间接
受马列主义，投身革命。1935年 7月，
冯剑平与进步同学秘密组织抗日同盟
军，发动学生呼应北平，声援北平一
二·九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 9月，经中共党组织介绍，
冯剑平到西安张学良部学生队学习。
西安事变后，学生队改编为宣传队，冯
剑平任宣传队中队长。后在东北军中
从事党的工作。1937 年 3 月，东北军
东调，他被编入差遣队随军到蚌埠怀
远县受训，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7年底，部队开到蚌埠场山时，
为找组织关系，冯剑平扒火车逃离东
北军国民党部队，先后考入胡宗南十
七军团学生队、陕西凌川干部学校。
一时找不到组织的冯剑平在学生中开
展政治思想工作，阐述如何建设、巩固
部队，深得学员的赞同和拥护。1938

年，冯剑平到延安抗大一大队学习，在
瓦窑堡再次加入中共党组织。

1939 年 1 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
军正式成立。1940年冯剑平调任平西
挺进军九团任敌工股长。1943年，调
任平西分区蔚涿宣工委任敌工部长。
1944年成立蔚涿宣联合县，任联合县
敌工部长。冯剑平作战机智勇敢，善
于做统战敌工工作，经常深入敌人内
部做瓦解土匪、联庄、伪大乡职员的工
作，在开辟蔚县东北山、西北山抗日游
击区根据地的斗争中，身先士卒，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4年 12月，调
任冀察区十三地委任敌工部长。

解放战争中，任察哈尔省军区政
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后在六十八军政
治部任敌工部副部长。

1951年，冯剑平赴朝鲜作战，任二
十兵团保卫部副部长。1952年 3月 13
日，冯剑平不幸遇难，以身殉职，时年
39岁。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经济参
考报》7 月 1 日刊发题为《车购税新政
本月起实施》的报道。文章称，车购
税新政将从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继续执行的车辆购置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明确车购税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优惠政策包括回国服
务的在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购买 1辆个
人自用国产小汽车和长期来华定居
专家进口 1辆自用小汽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防汛部门和森林消防部门用
于指挥、检查、调度、报汛（警）、联络
的由指定厂家生产的设有固定装置
的指定型号的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对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日，对购置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
置税等。

此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
健康快车”项目的流动医疗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组织委员会新购置车辆免征车辆
购置税。原公安现役部队和原武警黄
金、森林、水电部队改制后换发地方机
动车牌证的车辆（公安消防、武警森林
部队执行灭火救援任务的车辆除外），
一次性免征车辆购置税。

根据此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
的《关于车辆购置税有关具体政策的
公告》，7 月 1 日起，纳税人购买自用
应税车辆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
价款，依据纳税人购买应税车辆时相
关凭证载明的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
税税款。

车购税新政实施

两部门明确优惠政策

戎马一生冯剑平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第一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坚决贯彻党
中央部署，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扎实抓好
理论学习，坚持问题导向，务求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坚持边学
边查边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坚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题教育的主线，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坚持
边学边查边改。

驻委领导同志结合中央纪委常委会会
议和常委会集体学习等多种形式，列出专
题，开展学习研讨，聚精会神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中央纪委常委会以“坚守党
的初心使命、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使命、
党员领导干部许党报国的初心使命”为主
题，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驻委领导同志通过深入基层、座谈
听取意见等多种形式，围绕纪检监察工
作面临的形势挑战、统筹推进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做精做准政治监督、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腐
败和不正之风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检
视和发现影响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突出问题。

在学习调研基础上，驻委领导同志带
头讲党课。在委领导示范带动下，机关各
单位迅速学起来、研起来、查起来，通过领
导干部领学、成立理论学习小组等多种形
式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并同步开展调查研
究和检视问题，各审查调查组依托临时党
支部和党小组推进主题教育。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推进对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坚持学习先行，
举办为期一周的主题教育读书班，党员干
部原原本本通读中央规定书目，围绕重点
专题进行研讨交流，并认真对标对表，检
视自己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在守初心、担使命方面

存在的问题。
集中学习坚持全覆盖，强调因事因

病请假的党员要补学补课。工委领导班
子成员深入所在支部、分管部门支部或
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形式，带头学习、带
头思考、带头发言、带头检视问题。通过
个别访谈、支部工作 APP 留言、设立意见
箱等形式征求意见，围绕解决机关党建
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等难题进行调研。

与此同时，还积极推进对机关存在的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力戒形式主义重要论述基础上，要求分党
员本人、部门单位和工委领导班子 3 个层
面进行检视排查，列出问题清单和具体表
现，能马上整改的立行立改，一时解决不
了的，要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做到限时
整改，确保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注重一
体推进教职工和在校学员主题教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委
会带头开展集中学习研讨，注重发挥党校
特色、学出党校人的底色。校（院）委会
按专题、分 4 次、共 6 天时间进行集中学
习研讨。既对《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学
习作出安排，也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出安排。

注重一体推进教职工和在校学员的主
题教育，确保主题教育全覆盖。校（院）印
发在校学员参加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召开
教务部、各学员部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
对在校学员开展主题教育提出具体要求，
强调要把学员参加主题教育与教学计划
有机融合，把学员在校主题教育与所在单
位主题教育有序衔接。

当前，各学员部正在开展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学员论坛、学员讲
堂、工作经验交流等活动。在校（院）委会
集中学习研讨、征求意见建议座谈会时，
还专门安排在校学员代表参加，共同研讨
如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听取学员对校（院）工作的意见，确保通过
开展主题教育解决实际问题，求得实效。

抓好理论学习 坚持务求实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