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聆听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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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感染，深受教育，触动灵魂，倍感振
奋，倍增干劲，更加坚定了走好新的赶考
之路的信心决心。

一、要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我们党
成立100年、执政72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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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带头做
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
政治规矩，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
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

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三、要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
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
指引我们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
动力源泉。要把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新征程的
具体行动中，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全面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为加快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凝
聚起更加强大的奋进力量。

四、要始终全面从严要求自己。走好
新的赶考之路，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殷切期望，响应党中
央号召，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政治自觉，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
之志，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自觉
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遵守党纪党
规，增强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提高应
对风险挑战的本领能力，为民、务实、清
廉，忠诚、干净、担当，确保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努力做一名让党放心的领导
干部。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省委副书记 陈海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视野宏阔、精辟深刻、震撼人心，是一篇充
满真理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全省政法机关要把学习好、领会好、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牢记“国之大者”，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不断推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刻认识“四个伟大成就”，进一步坚
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底气。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救国大业创造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兴国大业创
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富
国大业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成就，强国大业创造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四个伟大
成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的关
键一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我们要从伟大成就中把握历
史规律、增强历史自觉，进一步坚定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继续朝
着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更加自觉传承
红色基因。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昭示了共产
党人的价值追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明
确了共产党人的奋斗主题，“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揭示了共产党人的胜利之本，“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品格情
操。伟大建党精神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树立
了精神丰碑，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的
精神滋养。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继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激发
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

深刻认识“九个必须”，在新征程上阔步
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九个必须”，深
刻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科学回答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价值追求、理论
指导、战略支撑、外部环境、力量来源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为新征程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
会“九个必须”，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命，开创美好未来。

全省政法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
的强大动力，更好地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在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作出新贡献。

赓续红色血脉 凝聚奋进力量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政法贡献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张安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
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政治宣言，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做坚
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伟大号
召的迅速行动者、忠实执行者、模范践
行者。

一要坚持不忘本源，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
托，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并发扬光大，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
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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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
作出更大贡献。

二要砥砺政治能力，始终做到“两个
维护”。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化为实
实在在的行动，真正把“两个维护”变成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加强政治
能力训练，提高把握方向、大势、全局的
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
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使自己的能力与职责相匹配，确保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
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扎扎实实推动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龙江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三要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龙江
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同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龙江“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振兴发展取得新突
破。一是只争朝夕促发展。实施省委省
政府“百千万工程”和“百大项目”，打好
项目建设“四季战”和开展招商引资“主
题月”活动，全力打造十五个千亿级产
业、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当前，要全力

打好大庆页岩油气开发新会战、释放煤
炭优质产能攻坚战和推进“双碳”行动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持久战。集中力量抓好
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加快经济恢复增长，全力实现上
半年预期目标并进位赶超，确保“十四
五”良好开局起步。二是千方百计惠民
生。持之以恒扩大财政收入，全力以赴
保障落实就业、养老、教育、住房等领域
民生实事和“五保”支出。三是永不懈怠
防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红线，全面
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狠抓问题整改，
彻底消除事故隐患。将防汛抗洪抢险作
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继续打好防范化解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攻坚战，积极稳妥处
置金融风险个案。整治金融乱象，打击
非法集资，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微观治理
和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永担在肩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李海涛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
们党奠基立业的百年历史进程，系统总
结了彪炳史册的百年奋斗成就，深刻揭
示了探索开创的百年发展规律，科学擘
画了走向未来的百年宏伟蓝图，给我们
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
铺开了一幅气势恢宏的“世纪征程图”，
发出了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政
治宣言书”，必将会动员和引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
加清醒的头脑、更加昂扬的状态，再踏赶
考之路、迈向伟大复兴。

习主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学习好、
领会好、贯彻好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是实
现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加
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首要前提是坚决听
党指挥、对党绝对忠诚。回顾我军发展壮
大的成长历程，历经滚滚硝烟战火，一路

披荆斩棘，无论是在救国大业中，还是在
兴国大业中，无论是在富国大业中，还是
在强国大业中，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忠贞不渝听党话、坚定不移跟党
走，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当
前，我军建设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激烈，更需要牢牢守
住听党指挥、对党忠诚这一命根子，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
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核心关键是聚力
练兵备战、能打仗打胜仗。战场打不赢，
一切等于零。对于军队来说，必须能打
仗、打胜仗，否则当好保卫红色江山、维护
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
平的强大力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当前，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按
照“以战领建、战建统筹”要求，增强“打”

的忧患，深化“战”的准备，突出“建”的重
点，提升“训”的质量，在学习研究战争中
掌握制胜机理，在实战化训练中提升胜战
本领，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最终目标是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
一。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今
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100年
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导致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对我
在政治上“揪辫子”、经济上“下绊子”、军
事上“亮刀子”、技术上“卡脖子”、舆论上

“打幌子”，全方位对我遏制打压，可谓咄
咄逼人。军事实力作为应对国家安全发
展挑战的保底手段，我们必须在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
面，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真正实现富国
和强军相统一。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奋力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 傅永国

第一，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
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信！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和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具有极端重要性！

当前，最大的政治和首要政治纪律
就是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我们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真正看清楚、想
明白、做到位，要用实际行动做到：践行

“两个维护”要最坚决！贯彻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最有力！爱戴总书记的
情感最真挚！要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
令，中央有部署，龙江有行动！

第二，要牢牢把握发展主题，更加坚
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发展是硬道理，慢发展没道理！发
展成就彰显道路自信。实践充分证明：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
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会越走
越宽广！

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要紧扣发展主题，增强发展意
识，要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
感和危机感，抢抓机遇，加快融入新发展
格局，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补短板、强弱
项，要努力闯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龙江振兴
发展新路子！

第三，要发扬伟大斗争精神，更加坚
定对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的
自信！

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对党忠诚的东北
抗联精神，用青春奉献建起中华大粮仓的
北大荒精神，用艰苦奋斗铸就苦干实干拼
命干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是龙江大地
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党伟大斗争精

神的龙江体现，更是激励我们去书写新时
代的龙江振兴史的强大精神动力！

学习感悟“四大精神”，就是要真正
传承这片黑土地上的红色基因，把对龙
江的热爱、对黑土地的深情，转化为加快
龙江振兴的实际行动！

我们要用伟大斗争精神武装头脑，
用龙江“四大精神”凝气聚力，把招商引
资、抓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在
内贸促消费、外贸进出口和壮大农产品
深加工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早日在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实现
新突破。要让这些伟大精神在新时代龙
江振兴中迸发新活力，并把它转化为做
好各项工作的新动力，内化为龙江党员
干部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总之，我们要始终胸怀“两个大局”、
心系“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
大安全”政治责任，加快“六个强省”建
设，努力实现“十大新突破”，奋力开创龙
江振兴发展新局面！

更加坚定发展自信
加快推动龙江振兴

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永康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立意高远、气势磅礴、思想深邃，充分
展示了大党大国领袖的境界、格局与
风范。学习之后，如再读近代中国、
重温百年党史。其中感受至深的，就
是总书记对“人民”的诠释，不仅有 86
次讲到“人民”，而且在论述初心使命、
总结伟大成就、阐释建党精神等重大
问题和新论断中都突出了“人民”。联
系实际，主要有四点具体认识。

第一，在思想上要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性，是马克思
主义最本质的品格，是中国共产党最
鲜明的底色。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
在思想上确立人民至上理念。省直
机关要带头深化党性与人民性的认
识，扎实推进“让人民群众满意模范机
关”创建工作，让“人民”一词在每名党
员干部思想上打下更深刻的烙印。

第二，在感情上要始终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党有爱民、忧

民、为民之心，民才有爱党、忧党、为
党 之 心 ，才 能 实 现 党 心 民 心 心 心 相
印。从我省看，就是要坚持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重要要求，并以此为必要
条件，更好地满足全省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从分管工作出发，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
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国家安全工作
必须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
石；省直机关党建必须把强化政治意
识、中心意识和宗旨意识高度统一起
来。

第三，在工作上要始终把人民群
众作为最大的依靠力量。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从我省
看，无论是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还
是实现龙江现代化，都必须紧紧依靠
全省各族人民、各方力量共同奋斗。
领导干部应强化执政必从民心、施政

必顺民心的思想，善于把民情民意、
民智民力统一起来，把动员群众、组
织群众、调动最广泛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作为推进落实工作的重要方式方
法。机关工委将深入开展“能力建设
提升年”活动，把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作为领导干部的基本能力。

第四，在作风上要始终同人民群
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的作风关
系人心向背乃至党的兴衰存亡。近
年来，省委狠抓作风建设，连续五年
召开整顿作风大会，“五整治”等专项
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省直机关工委
将带头抓好作风建设，并作为“党建
质量提升系统推进年”活动重点，积
极倡导“五个到群众中去”思想和工
作方法，即意见到群众中去听、问题
到群众中去找、办法到群众中去学、
效果到群众中去看、满意度到群众中
去 评 ，不 断 提 升 为 民 服 务 的 能 力 水
平。

牢记初心宗旨
坚守人民至上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张雨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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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回顾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高度评价党百
年创造的伟大成就，精辟概括伟大建党
精神，号召全党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
荣，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激励着
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初心使命，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赶考路上展
现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
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我们要深刻理
解把握“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的丰富内涵，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要树牢根本宗旨，永远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
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

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
层的利益”。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群众实践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激发群众创造活力。回应
群众期盼，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
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
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二要聚焦第一要务，以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
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产业项目建
设为支撑，加快构建“4+4”产业新体系，实
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民生改善物质基
础。进一步扩大开放，突出对俄合作优
势，用好深哈对口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哈
尔滨新区、自贸片区、临空经济区建设。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化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办好民生

实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构建覆
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密扎牢社会保
障网。聚焦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造美丽宜居
生活环境。

四要持续整顿作风，用心用力用情
服务民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服务
理念，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工
作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增强为民服
务本领。强化监督，严查和惩治漠视群
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实惠民
项目和办实事清单，让人民群众真切感
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来的作风转变和工
作实效。

永葆初心 接续奋斗
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再赴赶考路

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 王兆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

中，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这一精
神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思想基
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之魂、立
命之本，具有承接历史、辉映当下、指引
未来的重大意义和影响。

伟大建党精神是真理信仰的深刻
昭示，走好新征程赶考路，必须高举伟
大旗帜、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基因。黑
龙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较早的地方，党
在龙江大地浴血奋战、艰苦创业、改革
创新，形成的“四大精神”，就是追求真
理、追寻理想的生动体现。新的征程
上，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龙江篇章，
必须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守共产党人
理想信念，深入推进理论武装深化、普
及、阐发、转化工程，始终沿着总书记擘
画指引的道路坚毅前行。

伟大建党精神是初心使命的价值

坚守，走好新征程赶考路，必须保持如
磐初心、肩负时代使命。我们党从诞生
之日起，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的忠实代表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
大的根本所在。进入新时代，黑龙江省
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不断提高全省人民
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但对照群众所需
所盼还有一定差距。新的征程上，谱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龙江篇章，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常态化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把惠民作
为文化建设的指针，不断深化文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让文化发展更多惠及群
众。

伟大建党精神是斗争牺牲的血肉
凝结，走好新征程赶考路，必须发扬斗
争精神，勇于奉献牺牲。百年来，血与
火的淬炼、战天斗地的创举、创新攻坚
的实干，催生涵育了我们党“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的政治品格。前进路上还会

遇到“拦路虎”“黑天鹅”“灰犀牛”，必须
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必须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新的征程上，谱写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龙江篇章，必须统筹发展和
安全，增强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牢
牢守住祖国安全“北大门”，创造有利于
推动振兴发展的良好环境。

伟大建党精神是爱党为党的具体
展现，走好新征程赶考路，必须强化党
性坚贞、永葆对党忠诚。党的百年历史
始终浸润着共产党人的赤诚忠心。龙
江有着忠诚为党的深沉历史传承，赵一
曼等革命烈士，“八女投江”等英雄群
体，王进喜、崔道植等先进模范，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全心为党为国的忠诚本色。
新的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龙
江篇章，必须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政治
品格，继续弘扬光荣传统，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
护”，在推进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龙江篇章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贾玉梅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五十八次集体学习发言摘要

22021年7月9日 星期五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一、二版责编：郭 涛（0451-84697336）
一版执编/版式：史向阳（0451-84655067） 二版执编/版式：陈德亮（0451-84655809）

一版见习编辑：邰钰莹 美编：赵 博（（04510451--8465523884655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