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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不改再启
征程。7月 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
重举行。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和各地各部门各单位
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
要讲话。楼阳生、王凯、孙守刚、孔
昌生、穆为民、周霁、江凌、曲孝丽
在省委机关参加集中收听收看，刘
伟、赵素萍一同参加收听收看。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潮花如
海。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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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
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改革开
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
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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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荡人心，一
次次热烈持久的掌声响彻全场。

收听收看结束后，大家心潮澎
湃、倍感振奋，一致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

邃、博大精深，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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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召全体共产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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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
了人民领袖的博大胸襟、为民情怀、
远见卓识，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
义文献，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再
宣誓、接续奋斗的再出发，充分彰显
了我们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团结
带领全国人民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

向伟大复兴的信心决心。大家纷纷
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作
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
同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牢记“国之大者”，以建党百年
为奋斗新起点，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
使命、赓续红色血脉、砥砺斗争精
神，躬身入局、不懈奋斗，加快推进
现代化河南建设、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河南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李点
归欣）7 月 1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与机关干
部职工一起，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解
放军战鹰列阵长空，100响礼炮响
彻云霄，红旗迎风招展，党徽熠熠
生辉，讲话振奋人心……大会现场
盛况，通过镜头震撼着每个人的心
灵。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马懿、张维
宁和机关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
大会直播。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我们党
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
奋斗，走过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和

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基本遵循、指
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
初心使命，从党的百年伟大征程中
汲取奋进力量，始终对党绝对忠
诚，始终把人民牢记心中，始终对
事业发展高度负责，埋头苦干实
干，更好地肩负起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的职责，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省政府领导戴柏华、何金平、
武国定、霍金花、刘玉江、费东斌
和机关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大
会盛况。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一百年来
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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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了小康社会的
全面建成，发出了“努力为党和人
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要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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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以党的百年华诞
为新起点，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砥砺品格、拼搏奉献，在推动现代
化河南建设新征程中再立新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省政协领导周春艳、谢玉安、
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
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和机关干

部 职 工 齐 聚 会 场 ，认 真 收 听 收
看。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时，大家无不感到
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作为从事人
民政协工作的党员，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继承和
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全力服务政协履职，充分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汇聚共识、
凝聚力量。③7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7 月 1 日
上午，河南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
挥部组织援疆干部人才、前指工作人
员以及援疆干部人才家属收听收看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
大援疆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
纷表示，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牢牢扭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贯彻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为建设团结和谐繁

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疆、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
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从事
文旅工作的援疆干部，要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做好文化援疆文
化润疆工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
到哈密的群众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作贡献。”河南省援疆干部、哈密

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
长孙毅说。

“我们的党已经走过 100年的光
辉历程，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
跟每一名党员、每一个中国人都分不
开的。”河南省援疆干部人才、哈密市
中医医院副院长王慧彪说，响应国家
号召来哈密从事支援医疗服务，我们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援疆工作
做得更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哈密
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③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省援疆人员中引发强烈反响

践行初心使命 做好援疆工作

省委常委集中收听收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楼阳生王凯刘伟参加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与机关干部职工
一起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7月 1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组织员工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直播。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1日，郑州客运段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省直机关广大党员
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
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不止，中华民族复兴
前景光明，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
信念，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省发改委党员干部纷纷表示，百年
党史荡气回肠，要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积极贡献。省
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何雄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时代
眼光，系统回顾了党的奋斗历程，诠释了
伟大建党精神。全省发展改革部门将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精神指引，深
入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办好群众实
事，前瞻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
担负起发展改革部门的使命责任。

全省财政系统党员干部表示，要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严
格执行党中央关于财经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工作部署，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
结构保战略”，强化财政保障能力，兜牢
财政风险底线，坚持不懈推进财政系统
党的建设高质量。要继承发扬伟大建
党精神，赓续传承红色精神血脉，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团结一心跟党走、接续奋斗开新局，
在新的赶考路上，展现财政担当、贡献
财政力量。

省交通运输厅党员干部表示，要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去，把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作为首
要任务，在建设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中奋
勇争先。要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硬联
通”，推进政策标准体系“软衔接”，推动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结构优化和效能升
级。要加快实施高速公路“13445 工
程”，持续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积极
推进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要从党史学
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河南交通
运输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省政府国资委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深切
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为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感到骄傲和自豪。下一步，全省国资国
企系统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奋发
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深入推进我省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
本和国有企业，不断开创河南国资国企
改革发展新局面。

省工信厅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苦干实干担
当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要躬身
入局、履责于行，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
全力服务好“万人助万企”活动，以实际
行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

省商务厅全体党员表示，要坚决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践行党的宗旨，
在商务改革和发展中阔步前行。省商务
厅党组书记、厅长马健表示，全省商务系
统将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发展之基；要把
开放强省建设作为新时代河南发展的主
导战略、引领力量，不断提升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中的参与度、链接度和影
响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高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
赵庚辰表示，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豪情满怀、催人奋
进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住建系统将认真
组织落实，更加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理解和准确
把握讲话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自
豪感、光荣感转化为为党的事业努力奋
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将以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进一步提振真抓实干的精气神，主动
投身市场监管事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下一步，要加快推进质量强省和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构建更加宽松便捷
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
环境和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全力
维护好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及工业产
品安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③9（记者 逯彦萃
曾鸣 宋敏 祁道鹏 陈辉 孙静 高长岭
孔学姣）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省直机关引发强烈反响

坚定理想信念 开创美好未来

6月29日，洛阳市洛龙区举行快闪活动，100名共产党员手举党旗，列队排成“100”字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⑨3 聂冬晗 张俊望 摄

赓续红色血脉 锤炼政治品格

本报讯（记者 刘勰 刘婵 金京
艺 陈小平 周青莎）7月 1日上午，
省纪委监委、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
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
政法委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
要讲话，大家群情激昂、反响热烈。

省纪委监委党员干部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站位高远、思想深邃，给人信心、催
人奋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

初心使命，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充分发挥监督
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作
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省委办公厅党员干部表示，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历史节
点上，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让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新
的伟大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躬身入局，狠抓落实，充分发挥
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作用，以“三服

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
效，为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
绚 丽 篇

章作出新的贡献。
省委组织部党员干部表示，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
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让人
心潮澎湃，豪情满怀。立足百年新
起点，作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守初心、勇担使
命、永葆本色，自觉锤炼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持续
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省委宣传部党员干部认为，大
会隆重热烈，充分展现了大党风貌、
大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人类和
全世界发出的政治宣言，也是我们
党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开创新
局面的行动纲领。作为新时代的宣
传思想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深

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认真做好
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阐

释工作，进一步凝聚
广大党员干部建
功“十四五”、奋进
新征程的磅礴力
量，激发亿万中原

儿女谱写出彩新篇章的信心和决
心。

省委统战部党员干部表示，聆
听总书记重要讲话，观看大会直播盛
况，感受各族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对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衷心爱戴，
更加激起接续奋斗、为党争取人心的
干事创业豪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要学习运用好党的百年历史蕴含
的丰富经验和精神财富，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增强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自觉性坚定
性，始终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凝聚
最广泛力量支持，为服务建设现代化
河南作出积极贡献。

省委政法委党员干部表示，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
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领
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
性，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确保政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和号召重托，继承和发扬伟大建
党精神，积极投身政法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主战场、安保维稳的最前沿、
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全面提升政法
工作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③8

省委各部委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再启新程 再建新功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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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地广大
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手机客户
端等方式观看大会直播盛况。大家
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
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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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步踏上新征程，奋力展现
新作为。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
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的“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委书记虎
强激动不已。“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我热血沸腾，除
了满满的感动和自豪，更感受到肩上
沉甸甸的责任。”巩义市竹林镇党委
常务副书记闫龙涛说，在下步的工作
中，全镇上下将继续聚焦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以永不停歇的步伐书写好新
时代竹林镇发展新篇章。

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党支部荣
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党
支部书记代玉建表示：“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我们将继续
弘扬焦裕禄精神，把农村最基层的战
斗堡垒巩固好、建设好，把农村的工
作落实好、做扎实，埋头苦干、攻坚克
难，带领群众奔向新征程。”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内心十分激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宜
阳县委常委、赵保镇党委书记张民楷
说，赵保镇被誉为豫西地区的“小延
安”，红色底蕴深厚，依托独有的林果
优势和中药资源，赵保镇打造了红色
文化旅游示范区、红果园沟域经济
带、豫西中草药基地。下一步，赵保
镇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实现红
色小镇的“时代蝶变”。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
心！”商丘市睢阳区古城街道办事处
主任侯博说，该街道把安置房分配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要
内容，提前谋划、科学施策，用15天时
间顺利分配房源 3580套、38万平方
米，安置居民 2463 户。作为一名基

层干部，将立足岗位职责，把党史学
习教育同推动工作紧密结合，多为群
众解难事、办实事、办好事，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
民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名基层党务
工作者，我将牢记担当使命，撸起袖
子、甩开膀子、沉下身子，把居民困难
的事当自己困难的事来办，用自身

‘汗水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把东关社
区建设成为百姓的幸福家园、生活乐
园。”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禹州市
颍川街道东关社区党委书记周遂德
表示。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组织医护人
员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该院党委书记潘华表
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奋工作，
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③5（记者 徐建勋 田宜龙
王小萍 龚砚庆 王平 王延辉 史长来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王雪娜
王雪红 王烜）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全省各地引发强烈反响

阔步新征程 展现新作为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⑨6 贾方文 摄

◀6月 28日，尉氏县张市镇举行“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颁发暨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⑨6 李新义 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