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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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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代表7万余人以盛
大仪式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过去一
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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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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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
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庆祝大会。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
席王岐山出席。

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气象万千，首都北京花团锦簇、旌
旗飘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以后久经磨难
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4亿多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壮丽征程上。

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城楼红墙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
巨幅彩色画像。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
立。纪念碑北侧，高7.1米、宽7.1米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和

“1921”“2021”字标格外醒目。广场东西两侧，100面红旗
迎风招展。

从空中俯瞰，天安门广场“巨轮启航”造型宏伟壮观，正
乘风破浪、扬帆奋进，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走在大路上》《新的天地》《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庆祝大会开始前，全场高唱昂
扬奋进的经典歌曲，抒发对党的热爱和祝福。

上午7时53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雄鹰翱翔，振翅长空。7时55分许，中国人民解放军
71架战机飞向天安门广场，向党致敬，向祖国致敬，向人民
致敬。空中护旗梯队拉开飞行庆祝表演序幕，5架直升机
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党旗和写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条幅迎风向前。随后，直升机、
战斗机分别组成“100”“71”字样掠过长空，15架歼-20飞
机组成3个梯队呼啸而过，教练机拉出10道彩烟，精彩的
表演激起一阵阵欢呼声。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电子屏幕中出现了钟摆的画面。
1921、1931、1941……2021，随着钟摆，年份数字依次显
现。8时整，象征着巨轮启航的汽笛声响起，庆祝大会开
始。

全体肃立，100响礼炮响彻云霄，国旗护卫队官兵护
卫着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
行进至广场北侧升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
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
空迎风飘扬。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致贺词，民革中
央主席万鄂湘宣读贺词，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最崇高敬意和最
诚挚祝贺。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向党致以青春
的礼赞，抒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
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

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回顾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
的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
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
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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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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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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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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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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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
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
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习近平表示，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
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
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表示，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
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
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
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
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习近平表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
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
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
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
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
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习近平强调，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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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明白未来我们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
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
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紧紧依靠人
民创造历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
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下转第二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报
道：7月1日上午，市委书记孟祥伟主
持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集中收看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实况直
播，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士军等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收看学习。

在收看直播后，梁细林、杨良锋、
石玉华、李文波、吴刚、李丽、刘智毅、
胡春雷、夏福卿等同志结合思想和工
作实际，谈了学习体会和贯彻落实打
算。

孟祥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成立100年

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作出的伟大贡
献，深刻阐明了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
展的规律性认识，科学提出了做好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
的具体要求，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光辉，是全党在新时代新发展
阶段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的政治宣言，是指引我们党
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的纲领性文献和行动指南。要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从多角度多维度认识和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时代背景、重大意
义，全面、准确、深刻领会其丰富内
涵，进一步激发我们为党工作、为国
分忧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孟祥伟要求，要认真组织安排，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是我们的首要政治要求和长期
战略任务。学习要快：市委常委会要
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尽快安排专
题学习；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抓
紧组织开展专题学习，为全市各级各
部门作示范、当表率；组织、宣传等部
门要加强组织策划、周密安排部署，
切实做好宣传报道、理论宣讲，营造
浓厚氛围。覆盖要全：全市各级党组
织、各党员、各民主党派，要结合当前
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做到组织、人员、
工作全覆盖，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
走实。融合要深：要坚持全面系统
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我
市的具体工作之中，融入咸宁的发展
实际，为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增添强劲动力。

孟祥伟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
咸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学习的目
的在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
习成效体现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上，体现在为民造福上，体现在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要把党的百
年华诞作为新的起点，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新的指引，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
从正在做的工作做起，当坚定的问题
终结者，当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当新
时代勇敢的开拓人，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奋力前进。

孟祥伟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推动讲话精神落地生根见效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7月1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远鹤主持召开市政府2021年第7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应勇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批示
精神，就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再部署。

会议要求，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在排查中全面
摸清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底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解决在基层一线。暑期已至，各部门各学校要切实加
强暑期学生安全教育，尤其是防溺水知识宣教，坚持预
防在前，防范在先，不断增强广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

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领导责任上肩、
压力传导到位，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厌战、侥
幸心理，做好天气预则、值班备班、应急值守等工作，确
保万无一失。

会议审议了《咸宁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咸
宁市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咸宁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走深
走实，为建设美丽咸宁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抓紧
出台实施方案，科学落实分区管控，处理好生态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
让生态环境的量和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咸宁经济
社会发展留出空间。

会议审议了《咸宁市制造业产业链链长制三年行
动方案》。会议要求，要以链长制为抓手，通过产业链
传导机制，强产业、促发展、提质效。要通过绘制产业
发展地图、招商地图，吸附更多产业配套，在强链、延
链、补链上下功夫，提升重点领域制造业能力，加快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会议听取了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及主要
数据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及时公开发布人口普查
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开发利用好普查资料，加强人
口普查数据深度分析，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
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准确统计信息支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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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
中国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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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百年征程 礼赞伟大时代
（详见第五版）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