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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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袁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光芒袁 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遥

一尧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袁
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 高度评价了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创造的伟大成就, 既展现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家的格局气度袁 又体
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炽热的为
民情怀袁 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更加充满信心地朝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尧 向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遥 我们
要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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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重要讲话作为当前首要政治
任务袁 切实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转化为矢志不移的信仰信念
和信心遥

二尧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凝聚
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大会上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和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袁 这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袁 是新征程
途中点燃激情尧激发斗志的野奔腾
地火冶遥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袁要传
承和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袁 赓续
红色血脉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遥要
坚持真理尧坚守理想遥从党的百年
奋斗史中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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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忠
实实践者遥 要践行初心尧 担当使

命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袁着力解决
群众停车尧出行尧上学尧如厕等急
难愁盼问题遥 要不怕牺牲尧英勇斗
争遥自觉增强忧患意识袁不惧牺牲尧
殒身不恤袁勇于战胜一切阻碍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风险挑战遥要始终
对党忠诚尧不负人民遥 旗帜鲜明正
言正行袁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袁始终成
为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遥

过去百年袁 中国共产党向历
史和人民交出了优异答卷遥如今袁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
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遥让我们以野建党百
年冶为新起点,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袁 加快建设现代化次
中心城市尧 开启瑞金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而不懈奋斗浴

7 月 1 日袁 我全程收看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盛况袁 认真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袁备
受鼓舞尧倍感振奋遥

一是从百年征程中感悟辉煌成就遥
建党以来袁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袁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胜利凯歌遥 当习近平总书
记在大会上庄严宣告院野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袁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袁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遥 冶我顿时为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无比
自豪袁为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感到光
荣遥

二是从百年党史中感悟人民就是
江山遥 野江山就是人民尧人民就是江山袁
打江山尧守江山袁守的是人民的心遥 冶习
近平总书记对野人民冶二字的深刻见解袁
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袁映
照出百年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袁为我
们做好一切工作指明方向尧 提供遵循遥
在新的征程上袁我们依然要紧紧依靠人
民袁一切为了人民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尧干在一起袁风雨同舟尧同甘共苦遥

三是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强大力量遥 党的一百
年袁形成了坚持真理尧坚守理想尧践行初心尧担当使命尧不
怕牺牲尧英勇斗争尧对党忠诚尧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
神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遥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袁要
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尧发扬光大袁从中汲取解决现
实问题的智慧和力量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七
一冶重要讲话精神袁带头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袁真正从伟
大的建党精神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遥

作为市政协领导干部袁我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袁认真学习党史袁引导政协委员自觉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
者和忠实践行者袁始终保持野赶考冶的清醒和坚定袁保持
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袁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尧增强拒腐
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伟大时刻袁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袁深刻回顾了我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袁总结了我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
大成就袁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袁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遥 一百年前袁中
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袁
形成了坚持真理尧坚守理想袁践行初心尧
担当使命袁不怕牺牲尧英勇斗争袁对党忠
诚尧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袁这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遥 一百年来袁中国
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在长期奋斗
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袁锤
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遥 我们作为苏区的
领导干部袁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尧赓续
红色血脉袁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
去尧发扬光大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
力奋斗终身遥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袁就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尧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
自己的初心使命遥 而初心易得袁始终难
守遥以史为鉴袁可以知兴替遥我们要用历
史映照现实尧远观未来袁从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
能够成功尧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
续成功袁 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尧
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尧开创美好未
来遥 我们要牢牢把握以史为鉴尧开创未
来的野九个必须冶袁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己任袁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尧
骨气尧底气袁不负时代袁不负韶华袁不负
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袁为祖国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尧全面从严
治党袁在新的征程上袁我们必须牢记打
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袁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政治自觉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袁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袁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袁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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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阴市委常委尧统战部部长 罗俊腾

7 月 1 日袁 认真聆听了习总
书记在建党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袁 心潮澎湃袁 倍受鼓
舞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袁 就是要在新征程上继承和
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袁 扎扎实实
履好职尧尽好责遥

一是要勤学习遥 毛泽东一生
从未间断过读书袁 即使在生命的
最后几年袁仍然手不释卷遥伟人的
经历告诉我们袁 要想成为一个对
国家尧 对社会尧 对人民有贡献的
人袁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遥要系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袁不断强化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
护冶遥要学习新业务尧掌握新知识尧
练就新本领袁 随时适应岗位职责
要求遥

二是要谋打赢遥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院强国必先强军袁军强才能
国安遥革命战争年代袁我军面对极
度恶劣的政治环境袁敢于斗争袁敢
于胜利袁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遥当
前袁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袁台独势力
蠢蠢欲动袁战争危险现实存在袁我
们必须高度警惕尧时刻准备袁不断
强化敢打必胜的战斗意志和能打
胜仗的素质本领遥

三是要勇担当遥 革命先烈先
辈袁凭着强烈的担当精神袁敢为人
先尧勇于突破袁扛起马克思主义的
伟大旗帜袁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袁 凝聚起改革开放的磅礴
力量遥 新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牢
记总书记嘱托袁 始终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袁不负时代尧
不负韶华袁努力作出无愧于党尧无

愧于时代尧无愧于人民的业绩遥
四是要创一流遥苏区时期袁红

军官兵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袁创
造了野第一等工作冶遥 作为新时代
的党员干部袁 更要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袁 紧跟时代步伐袁 矢志追求卓
越袁瞄准一流尧勇争第一袁努力再
创新时代野第一等工作冶遥

五是要敢创新遥 在党和军队
初创时期袁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经过不断的探索袁形成了野农村
包围城市尧 武装夺取政权冶野支部
建在连上冶等重大理论成果遥面对
新使命尧新任务尧新要求袁党员干
部要不断解放思想袁 把创新精神
贯穿工作始终袁 在探索中不断求
突破袁 不断创造更多的特色品牌
和工作亮点遥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阴市人武部政委 汪兴福

这几天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大会的场景历历在
目袁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
语依然回荡在耳边遥 每每重温讲
话袁一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尧责任
感油然而生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
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尧 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的纲领性文献袁 饱含了对党的一
百年的深情礼赞袁 体现了党的初
心和使命袁 彰显着一个百年大党
的自信和气度袁 是向全党发出的
奋进新征程的新的号令袁 更是向
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新时代的
野共产党宣言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
庄严宣告袁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持续奋斗袁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袁 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袁 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袁 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遥我们是高质量脱贫攻坚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见证者尧 参与者
和奋斗者袁如今袁我们在党的领导
下袁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奉献绵薄之力袁 是何等的荣
光袁责任何其重大浴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
庄严宣告袁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
负尧压迫尧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袁
过去没有袁现在没有袁将来也不会
有遥同时袁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
何外来势力欺负尧 压迫尧 奴役我
们袁谁妄想这样干袁必将在 14 亿
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
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浴铿锵话语袁
坚定意志袁犹如当年毛主席野人不
犯我袁我不犯人袁人若犯我袁我必
犯人遥 冶的豪迈气慨袁让每一个中

国人都心潮澎湃尧信心百倍遥
击鼓催征袁奋楫扬帆遥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袁要深入领会野七一冶
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尧丰富内涵尧
核心要义尧实践要求袁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遥 要
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主题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
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
取前进力量袁进一步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
维护冶袁做一个合格的尧有担当尧有
作为的共产党员遥 作为一名工作
在瑞金这块红土地上的党员干
部袁要更加深刻领会野七一冶重要
讲话的精神实质袁 大力弘扬长征
精神和苏区精神袁 发扬苏区干部
好作风袁聚焦野六大主攻方向冶袁努
力打造野四个中心冶袁为早日把瑞
金建成现代化次中心城市贡献一
份力量遥

“七一”讲话———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阴市人大常委会一级调研员 朱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