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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将在各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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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唱响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
时代主旋律，激励和动员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开拓奋进、攻坚克难，立足本职
岗位作贡献，把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为确
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通知》明确，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
为 2021 年 5 月前，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全国
两会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精神，展示“十三五”时期发展
的辉煌成就，宣传“十四五”时期
发展的美好前景。 第二阶段为

2021年 5月至年底， 六七月间形
成高潮。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党中央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等，组织开展主题突出、特
色鲜明的群众性主题活动。

《通知》指出，要广泛开展各
类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一
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
动。 引导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紧紧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完
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任
务，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二是入
党宣誓活动。 利用革命旧址、革
命纪念馆、 烈士陵园等红色资
源，组织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活
动， 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 三是讲党课和优秀党课展播
活动。 广泛开展“党课开讲啦”活
动，组织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员
领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老党
员等讲党课。 各级电视台等新闻
媒体和党员教育平台开设专题
专栏， 集中展播一批精品党课。
四是学习体验活动。 聚焦建党百
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精心设计推
出一批学习体验线路和精品红
色旅游线路，引导干部群众就近
就便开展实地考察、 国情调研。
五是主题宣讲活动。 广泛组织开
展百姓宣讲活动，邀请重要事件

亲历者和见证者、 理论工作者、
实际工作者， 特别是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等深入基层开展巡回
宣讲。 六是青少年心向党教育活
动。 制作播出“开学第一课”电视
专题节目，组织全国大中小学开
展专题党团队活动等，引导广大
青少年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学习，自觉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
实实践者。 七是各类群众性文化
活动。 组织开展主题作品征集和
展示展播活动， 开展微电影、微

视频等融媒体宣传活动，开展红
色题材影视剧展播。 巩固深化国
庆新民俗，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活动， 深化“我们的节日”活
动， 在城乡社区举办邻居节，推
动形成良好风尚。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坚持正确方向， 注重思想内
涵，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结合起来，营造“党的
盛典、人民的节日”浓厚社会氛
围。 要紧密结合实际，创新方式

方法，多用群众喜欢听、听得进
的语言，多建群众爱参与、能参
与的平台，组织开展各类特色鲜
明的活动，增强宣传教育的实效
性和感染力。 要精心组织安排，
加强组织领导， 务求取得实效。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力戒铺张浪费。 牢
固树立安全意识，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项活动安
全有序。

《通知》还同时发布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宣传
标语口号。 （据新华社）

四 、在党史学习中续写民
政新篇章

知史明今，继往开来。 重
视历史、观照历史、借鉴历史，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昨天、把握
今天、开创明天。 民政系统广
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通过党史学习夯实历史
根基、厚植历史底蕴，从党的
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书写
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新篇章。

第一， 坚定理想信念，加
强政治建设。 心中有信仰，脚
下有力量。 要通过学习党史，
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持之以恒
学深悟透践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
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更加
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筑
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把信仰伟力充
分释放到民政为民服务中，转
化为新时代民政人的精神滋
养，为新时代民政事业长足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要
进一步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
全面领导，不断强化政治机关
建设， 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在
坚决当好“三个表率”中走好
第一方阵；全面落实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不断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锲而不舍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持
续巩固民政部门良好的政治
生态。

第二， 把握发展大势，明
确历史方位。 要通过学习党
史，善于从历史长河和时代大
潮中把握历史规律，找准新时
代民政历史方位，明确发展方

向。 立足新起点、新征程，始终
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确保民政工作
思路与中央合拍，行动与时代
同步，情感与群众共鸣。 把握
好民政事业发展的“时”与

“势”，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中思考民政，在新阶段
新格局中谋划民政。 紧扣民政
工作政治性、群众性、时代性、
协同性的特点，认真履行保障
基本民生、 创新基层治理、发
展社会服务的职能责任，全力
以赴兜底线、惠民生、保稳定、
促发展，更好发挥民政在社会
建设中的兜底性、 基础性作
用。 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要求，增强谋划民政工作的全
局性、系统性、前瞻性，擘画好
“十四五” 和更长时期民政事

业发展蓝图，确保“十四五”时
期民政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第三， 牢记初心使命，践
行为民爱民理念。 要通过学习
党史，坚定初心使命，时刻牢
记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努力将党对民政工作的部
署转化为人民满意的高质量
服务，努力使每件民政工作传
递党和政府的爱民、 惠民、利
民之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深入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
民”工作理念，统筹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各项民政工作，
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权益，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 全力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加快健全完善养
老服务体系，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紧
密结合民政工作实际，聚焦人
民群众所急所忧所盼，以“办

实事 、解难题、送温暖 、传党
恩” 为主题， 部署深入开展

“我为企业减负担 ” 专项行
动、“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
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保护地
名文化、记住美丽乡愁”乡村
地名信息服务提升行动等 8
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 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使学
习教育成为增进民生福祉的
过程。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 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
部将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 ，坚
持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 、
开新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团结拼搏、开拓前进，奋力开
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以
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据 《党建 》杂志 ）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关工委在辖区举办了以“党是阳光我是苗”为主题的绘画比赛活动

（上接 03 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