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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奋力前行
——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新时代开创新局面
本报评论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

际，从革命圣地延安到中国共产党

诞生地上海，从聆听老一辈革命家

谆谆教诲到重温入党誓词的铮铮誓

言，从冲锋在脱贫战场最前沿到战

斗在抗疫防汛第一线……各地纷纷

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纪念活动，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奋力前

行，以担当有为的精神面貌共同庆

祝党的生日。

开展纪念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6 月

29日，延安宝塔山天朗气清，山峦叠

翠，巍巍宝塔，熠熠生辉。来自延安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15 名毕业

生党员代表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

在这里，他们迎来了自己毕业前

的最后一堂党课。延安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党委书记姜庆表示，“七一”前

夕让毕业生党员来到革命旧址接受

红色教育，是学院多年来的传统，希

望学子们珍惜这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步入社会后牢记初心使命，把党的优

良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

举 办 红 色 读 书 会 、共 同 学 党

史……在山东省济南市，多家基层

单位在“七一”前夕开展群众性教育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一摞摞崭新的书籍送到山东省

实验中学教师们的手中。“这本《红

色的起点》，生动介绍了建党历程中

的诸多细节。”党员教师李满说，“通

过阅读，我们在了解党史的同时，也

在彼此交流中思考互鉴，有助于将

理论学习转化为党员的行动自觉。”

线下活动丰富多彩，线上活动

同样精彩纷呈。

此前，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

一场“5G +VR”直播中，“镇馆之

宝”——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呈现在屏幕前。网友

们边看“真迹”边听讲解员娓娓道来，

深受启迪的同时纷纷刷屏点赞。

在“七一”到来之际，类似这样

的“云看展”在上海陆续亮相。由 15

家红色场馆和文博单位共同参与的

红色场馆系列5G直播活动，令广大

网友享受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用

更有科技含量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

是大势所趋，提升了观众的体验感，

增加了参观场馆和观看展览的互动

性、趣味性。”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副馆长徐明说。

走访慰问党员
现场感悟初心

“刘大爷，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身体非常好，谢谢你们时常过来探

望。”“七一”前夕，贵州省习水县长

征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正芳来到91

岁的老党员刘大群家中，送上慰问

金和精心准备的慰问品，关切地询

问他的健康状况。

习水县是红军四渡赤水的发生

地，刘大群年轻时曾在社区参与修

缮和保护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达十

余年。“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一直心

系百姓，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也更加

坚定了我们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刘

大群动情地说。

“作为党员，一生有两个生日，

一个是出生的日子，一个是入党的

日子。”6 月 27 日，江西省萍乡市莲

花县委与当地社区党支部代表来到

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全国道德

模范——“老阿姨”龚全珍家中共庆

“七一”，并陪她度过了自己的“政治

生日”。

送上“政治生日”卡、同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庄重而活泼

的“生日”氛围让龚全珍老人心潮澎

湃，谈起了自己对初心的理解：“入

党是要为大家办事，如果为自己考

虑得多了，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就远了。”这番话让在场的青

年党员李树华由衷感慨，“这份初心

是‘老阿姨’数十年扎根乡村的真实

写照，更是共产党人一生的价值追

求。”

殷殷关怀温暖人心，老一辈共

产党员的精神让更多党员干部备受

激励。

“父亲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把

他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6月 28

日，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改革先

锋”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与前来

看望她的党员干部深情回忆起她的

父亲。

“‘党员干部不要在机关里面做

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做雪松’，

老书记杨善洲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

们奋勇前行。”施甸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李加位说，学习杨善洲精神，就是

要始终勿忘人民，脚踏实地做好本

职工作。

坚守本职岗位
发扬奋斗精神

仲夏时节，暑气袭人，贵州省沿

河县红星村驻村第一书记侯元军和

村干部们却仍然忙得热火朝天。

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短板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侯元军告诉笔

者，人居环境整治是他们当前的工

作重点，村里为此设置了保洁员、护

路员、管水员等岗位，还开展每周一

次的家庭卫生评比活动。“脱贫攻坚

战收官在即，在与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中，我仍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侯元军说。

默默坚守岗位，勇担急难险重。

各地党员干部在“七一”前夕立足本

职工作，甘于奉献、冲锋在前。

搭建绳桥、橡皮艇救援……正

值汛期，这样的日常救援训练，对于

胡裕勇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今年34岁的胡裕勇是广西贺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园路特勤站副站

长，6月上旬，他和同事们两天内在

暴雨和洪水中奋战 30多个小时，救

出了 96 名被困群众。胡裕勇说，抢

险救援就是同时间赛跑，身为党员

更应做好表率，把抗洪抢险当作践

行初心使命的战场，发挥好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新华社 王子铭 刘智强 孙正
好 周永穗 萧海川 郭敬丹 赖星 林碧
锋 侠克 雷嘉兴）

全国已有170万大学生
踏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胡
浩）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活动自2017年启动以来，

全国已有170万名大学生、38万个团

队走进革命老区、农村地区、城乡社

区，传承红色基因、了解国情民情、接

受思想洗礼。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由教育

部主办，将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和创新

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是为全国青年学

生打造的一堂“红色大课”、一堂有温

度的国情思政课。活动将高校的智力

资源、优质的社会资源辐射到广大乡

村，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3年

来，有近38万个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活

动，对接农户近100万户、企业3万余

家，签订合作协议2万余项。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

示，希望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探索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新模

式，树立新的人才培养观、新的教学

质量观。

据介绍，2020 年“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活动已于 6月 30日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将全面聚焦 52个未脱贫摘

帽贫困县实际需求，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用

创新创业实践助力精准扶贫脱贫，推

动高校的智力、技术和项目资源在贫

困地区落地生根，帮助百姓脱贫致

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6 月 30 日，四川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对四川省创

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对如何推动文明

城市创建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开

创新局面，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随后举行的四川省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专题培训班更是突出了对基

层创建工作的有效指导。

文明是城市对外界最大的吸

引力，也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最大

的认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四

川省精神文明建设战线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

部署，精心组织实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不断完善创建机制、丰富创

建内涵、拓展创建领域、创新创建

方式，以创建促发展、惠民生、强根

基、树新风，城市品质、市民素质和

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

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和满意度也显著提升。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个不断攀

登的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为

此，四川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明确目标任务、创新方法手段，

不断提升创建工作的内涵和成效。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新时代展

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

作合力。创城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民

生工程。创建文明城市既是增强城

市综合竞争力、提升城市美誉度、提

高人民幸福感的现实需要，也是推

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具体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和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四川省委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精神文明建

设特别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摆在重

要位置，作出了系列决策部署。全省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

始终保持创建的毅力和定力，不断

增强创建文明城市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抓好贯彻落实，做好最后冲刺，

努力实现争先进位。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新时代

展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要进一

步明确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工作。目标是先导，尤其在创建文

明城市的最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

一定要充分明确目标任务，巩固现

有优势，坚持对标对表创建，对照

测评体系和新的操作手册，突出重

点、精准施策，推动创建工作落实

落地。同时，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正视和直面测评反馈的问题，对症

下药、补齐短板，让创建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得以立行立改 、确保实

效。文明城市创建是一个长期持续

的过程，只有始终顺应新时代新形

势的发展变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

高的发展定位和工作要求, 鼓足干

劲、扬长补短、攻坚克难，才能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朝着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迈进。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新时代

展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要进一

步创新方法手段，不断增强创建工

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针对当前疫

情防控常态化不放松的实际，各地

要结合疫情防控，探索创新创建活

动及内容载体，扎实开展精神文明

教育，引导人们养成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创造性地把疫情防控要求

落实到具体的创建工作中。文明城

市创建贵在创新，只有在文明创建

实践中不断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

理模式、管理观念创新，探索新时

代文明实践新路径, 才能不断推动

城市创新出彩，创造文明、积聚文

明、传递文明，擘画城市文明的“新

画像”。

◎人社部：电子社

保卡签发突破2亿 群

众手机办事更便捷

◎交通运输部：遇

有强降雨等极端性天气

应及时停工停产停运

◎2020年全国民

营企业招聘月活动启动

将提供60余万个岗位

◎国家大剧院“不

忘初心 为党颂歌”系列

音乐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胡
桂芳)为贯彻落实四

川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推进会精神，

解读培训文明城市

创建的工作要求，研

究部署在新时代新

形势下持续深化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7

月 1 日上午，四川省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专题培训班在成都

举办，全省各市（州）

文明办主任、全国文

明城市县级提名城

市文明办主任参加

培训。

此 次 培 训 班 突

出对基层创建工作

的有效指导，从文明

城市创建标准、测评

方式、指标要求等方

面对《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

评体系操作手册》测评指标进行了

详细的解读，并对今年新增和强化

的指标内容作出重点部署，对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复查验收和申报评选工作做了具

体安排。

四
川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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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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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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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公布第二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名单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施
雨岑）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第二批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据介绍，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

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第二

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为

主体，统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军、东

北抗日联军的革命史实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动，

坚持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党史权威

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成果为参

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确定片区共

计22个。

本批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为：长征片区、西路军片区、东北

抗日联军片区、陕甘宁片区、晋绥片

区、晋察冀片区、冀热辽片区、冀鲁豫

片区、山东片区、苏中片区、苏南片

区、淮北片区、淮南片区、皖中片区、

浙东片区、广东片区、琼崖片区、湘鄂

赣片区、鄂豫皖片区、河南片区、西藏

片区和新疆片区。

据悉，加上此前确定的15个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我国已拥有 37

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国家文物

局革命文物司司长刘洋表示，要有效

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

程，以37个片区为支撑，整合资源、创

新机制，实现革命文物的整体规划、连

片保护、统筹展示、示范引领。坚持保

护优先、保用结合，创新拓展让革命文

物活起来，促进文旅融合，提质特色产

业，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7 月 2 日是第 8 个全国

低 碳 日 ，主 题 是“ 绿 色 低

碳，全面小康”，旨在践行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共建小康社会。当天，山西

省运城市稷山县自行车运

动协会百余名骑友来到县

汾河湿地公园参加“全国

低碳日”宣传活动，倡导低

碳出行，保护环境。

史云平 史港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