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
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回望光辉历史、擘画光
明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的行动指南。

２０21．7.6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05新闻

中办通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 中共中央办公厅 7 月 3 日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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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
一百年” 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回望光辉历史、 擘画光明未来，
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行动指南。 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安排
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和把
握讲话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
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七
一” 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七
一”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
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以豪迈的自信、激昂的壮志，
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郑重宣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坚定决心，深
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
本要求，向全体党员发出了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
召。“七一”重要讲话，贯通历史、
现实、未来，贯通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高屋
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把我
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奋进
新时代、走好新征程进一步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从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
与国内的比较中，深刻认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和历
史意义，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复兴
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深刻认
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
族的伟大光荣、中国人民的伟大
光荣、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充满信心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而继续努力。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党团
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深刻理解一百年
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
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
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深刻理解为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
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
就； 深刻理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深
刻理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 深刻理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成就； 深刻理解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 更好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激发动力。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伟大
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
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 鲜明提出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要通
过学习，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
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刻领
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之源，深刻领会中国共产
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

斗中构建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锤炼出的鲜明政治品
格，更好地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
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通知强调，要深入领会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七
一”重要讲话围绕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鲜明提出“九个必须”的根
本要求。 这“九个必须”揭示了过
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我
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
理， 必将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更
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命、开创美好未来。 要通过学习，
深刻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
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
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
中华儿女大团结， 必须不断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通知强调，全体党员要深入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
发出的伟大号召， 牢记初心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
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
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
取更大光荣。

通知要求，要把学习“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
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组织专题学
习和研讨，吃透精神实质，把握
核心要义。 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中
央宣讲团举办系列专题宣讲报
告会， 各地要深入开展面向基
层、面向群众的对象化、分众化、

互动化宣讲，引导干部群众加深
对“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
和把握。 加强对各级各类媒体的
统筹指导和组织协调，深入解读

“七一” 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充分反映广大党
员、干部的学习体会和思想认识，
全面体现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
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 深化理
论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七一”重
要讲话蕴含的重要创新点、 关键
点，确定一批重点选题，推出一批
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积极
开展对外宣介， 创新话语体系和
表达方式，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增进
国际社会的认知认同。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
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作出专
门部署，提出具体要求，着力抓
好落实，在全党全社会迅速兴起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的高潮。 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为契机，丰富拓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内涵，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要紧
密联系工作实际，引导干部群众
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
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的实际行动。 （据新华社）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合唱团演唱（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

� � 中共中央办公厅 7 月 3 日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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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
一百年” 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回望光辉历史、 擘画光明未来，
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行动指南。 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安排
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和把
握讲话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
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七
一” 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七
一”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
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以豪迈的自信、激昂的壮志，
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郑重宣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坚定决心，深
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
本要求，向全体党员发出了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
召。“七一”重要讲话，贯通历史、
现实、未来，贯通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高屋
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把我
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奋进
新时代、走好新征程进一步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从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
与国内的比较中，深刻认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和历
史意义，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复兴
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深刻认
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
族的伟大光荣、中国人民的伟大
光荣、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充满信心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而继续努力。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党团
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深刻理解一百年
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
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
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深刻理解为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
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
就； 深刻理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深
刻理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 深刻理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成就； 深刻理解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 更好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激发动力。

通知指出，要深入领会伟大
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
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 鲜明提出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要通
过学习，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
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刻领
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之源，深刻领会中国共产
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

斗中构建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锤炼出的鲜明政治品
格，更好地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
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通知强调，要深入领会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七
一”重要讲话围绕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鲜明提出“九个必须”的根
本要求。 这“九个必须”揭示了过
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我
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
理， 必将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更
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命、开创美好未来。 要通过学习，
深刻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
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
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
中华儿女大团结， 必须不断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通知强调，全体党员要深入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
发出的伟大号召， 牢记初心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
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
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
取更大光荣。

通知要求，要把学习“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
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组织专题学
习和研讨，吃透精神实质，把握
核心要义。 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中
央宣讲团举办系列专题宣讲报
告会， 各地要深入开展面向基
层、面向群众的对象化、分众化、

互动化宣讲，引导干部群众加深
对“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
和把握。 加强对各级各类媒体的
统筹指导和组织协调，深入解读

“七一” 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充分反映广大党
员、干部的学习体会和思想认识，
全面体现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
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 深化理
论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七一”重
要讲话蕴含的重要创新点、 关键
点，确定一批重点选题，推出一批
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积极
开展对外宣介， 创新话语体系和
表达方式，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增进
国际社会的认知认同。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
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作出专
门部署，提出具体要求，着力抓
好落实，在全党全社会迅速兴起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的高潮。 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为契机，丰富拓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内涵，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要紧
密联系工作实际，引导干部群众
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
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的实际行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