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
大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6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
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
平强调，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
山河的英雄壮歌。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
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将党内最高
荣誉授予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
贡献的共产党员。

习近平指出，“七一勋章”获
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
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
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
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
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
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
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
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颁授仪
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主持。
8 时 45 分，“七一勋章”获得

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住地出发，
由国宾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
会堂。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擎
红旗的礼兵分列道路两侧，18名
礼兵在台阶上持枪伫立，青少
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
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
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
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
他们到来。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
气氛热烈庄重。巨幅红色背景
板上，“七一勋章”图案熠熠生
辉。背景板前，18 面鲜艳的红旗
分列两侧，18 名英姿挺拔的解
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
持枪伫立。

9时 58分，伴着欢快的乐曲，
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一同
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10 时整，解放军军乐团号手
吹响仪式号角，颁授仪式开始。随
后，《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
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
指出，为了隆重表彰在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
人民事业一辈子孜孜以求、默默奉
献，贡献突出、品德高尚的功勋模

范党员，激励全党坚守初心使命、
忠诚干净担当，党中央决定，授予
马毛姐等29位同志“七一勋章”。

2名旗手高擎党旗，1名礼兵
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
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忠诚赞歌》乐曲声
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
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
示祝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
掌声。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
上美丽的鲜花，敬礼致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
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
中央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表示
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指出，今天受到表彰的

“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各条战
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
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
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
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坚定信念，就是
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以坚忍
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
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
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
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
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全党同志都要把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永远信党爱

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
搏，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
践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践行宗旨，就是
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
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
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
意为百姓造福，以为民造福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全党
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
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习近平强调，拼搏奉献，就是
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
目标，不畏艰险、敢于牺牲，苦干
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
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忍
不拔的斗争精神。全党同志都要
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
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
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指出，廉洁奉公，就是
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公而忘
私的光荣传统，从不以功臣自居，
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图享受，守
纪律、讲规矩，生动体现了共产党
人应有的道德风范。全党同志都
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
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
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需要
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
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
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
过硬。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
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
各级党组织要从工作和生活上
关心爱护功勋党员，大力宣传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
和崇高品德，在全党全社会形
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
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
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
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
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
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

颁授仪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
志同“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留念。

颁授仪式前，习近平等领导
同志会见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对象，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央军委委员出席颁授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
京市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
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
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获得者
代表和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各界
干部群众代表分别参加仪式。全
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颁授
仪式或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观看
仪式直播。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6 月 28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
体代表颁奖。王沪宁出席大会
并讲话，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
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对发挥
党员作用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
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广大党员
和基层党组织要以先进典型为
榜样，锤炼坚强党性，牢记初心
使命，忠诚履职尽责，勇于自我
革命，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和战斗堡垒作用。

赵乐际出席大会。陈希宣读
了《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受表彰的代表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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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活动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
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云
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成就展”6月 29日上午在云南省博
物馆隆重开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阮成发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
副书记、省长王予波主持开幕式，
省委副书记李小三、省政协主席
李江出席。

阮成发说，我们党的一百年，
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
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百年
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谱写了气壮山河

的壮丽史诗。
阮成发说，云南各族人民始终

铭记，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让云
南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真正当家做
主人，带领云南各族人民走上社会
主义康庄大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中，逐步摆脱封闭、走向开放，
摆脱落后、走向进步，摆脱贫困、走
向富裕，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
展，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经济
发展迈上新台阶，基础设施实现历
史性突破，民生保障水平大幅度提
升，边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富足的小
康生活。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科学
指引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和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

阮成发说，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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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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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习
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满怀信
心、坚定前行，埋头苦干、接续奋
斗，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随后，大家步入展厅参观展
览。展览以时间为轴，分为：“浴血
奋斗：为云南解放而斗争”“改天换
地：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日新
月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云南实
践”“跨越发展：奋力谱写中国梦的
云南篇章”4个篇章。展览通过图
片、文字、实物场景和3D裸眼全息

等数字技术方式，充分展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
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
展示百年沧桑巨变，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示在党的领
导下云南百年来各个历史阶段的
重大事件、重要成就。

展览将持续至12月底，同步推
出网上展厅。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退出现职的省级领导等出席
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大
中小学校师生、离退休干部、其他
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

据《云南日报》

云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成就展开幕
阮成发致辞并宣布开幕 王予波主持 李小三李江出席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6月23
日，为期3天的云南滇中新区党工
委县处级干部党史学习教育集中
学习专题读书班圆满结业。

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滇中新区党工委书记程连元委托，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赵学锋出席结业式并对下一
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出要求。

赵学锋指出，要通过党史学习
教育不断提升思想境界，认真抓好
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充分
利用滇中新区艰苦创业历程，紧密
结合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信心决心，
转化为履职尽责、破解难题的能力
本领，转化为推动新区高质量发
展、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实际行动。

赵学锋强调，要通过党史学习
教育彰显担当作为，全力抓好当前
12个方面的重点工作：高质量开展

“四个一批”活动；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政策洼地；
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完善聘用制队伍
管理办法，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加快小哨片区和东盟产业城的开
发建设；抓好各项重点工程建设；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抓好与中央、省属
企业的配合工作；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在制度创新方面抓出亮点；抓好
基层党建各项工作。实现办实事、开
新局，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
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赵学锋要求，要通过党史学习
教育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深入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区各级
党组织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要履行“一岗双责”，
深入推进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为奋力开启滇中新区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贡献力量，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新区干部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专题读书班结业式强调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开创新区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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