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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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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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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6月
29 日，省委书记张国清为新任职
年轻干部讲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
课。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
组组长朱虹、副组长张旭霞和指导
组成员出席。

张国清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
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
年轻干部要把讲政治要求从外部
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讲政治首先要对党忠诚，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用行动诠释对
党忠诚。要强化理论武装，首要任
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学懂

弄通做实。要置身党内政治生活
“大熔炉”，不断加强党性锤炼。要
提高政治能力，始终胸怀“国之大
者”，养成在吃透党中央精神前提下
开展工作的自觉，善于运用政治观
点和政治眼光来看待各方面工作。

张国清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
摇，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理旧账补
短板、防风险守底线的工作，切实
为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营造环
境、积蓄力量。要提升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战略要求转化为具体项
目和具体行动的能力，提升利用外
部资源和社会资本发展壮大辽宁

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谋划建设
具有时代感的高质量项目群，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
坚持改革创新，以制度创新打造创
新创业生态。

张国清强调，敢于斗争是共产
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问题就在
眼前，斗争就在身边。要准确理解
伟大斗争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敢战能
胜，特别要聚焦解决好发展环境问
题，大力推进法治环境、信用环境
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力量，坚
决惩治违法失信行为。

张国清强调，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的集中体现。（下转第二版）

张国清为新任职年轻干部讲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本报讯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张国清，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宁，省政协主席周波等省
领导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代表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
全省老党员老战士致以崇高敬意和亲
切问候。

张国清来到 91 岁老党员滕元兴
家。滕元兴1946年入伍、入党，先后参
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清
认真倾听滕元兴回顾他难忘的战斗经
历，一起重温我们党百年光辉历程。
张国清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牵
挂老党员老战士。在党的百年华诞到
来之际，我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老党
员老战士表示崇高敬意。滕元兴由衷
地表达对党的感情，说到动情处热泪
盈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一辈子感党恩！黄凤珍是沈阳市铁

西区兴工街道九委社区原党委书记，
1973 年入党，为基层群众服务了 47
年。张国清与黄凤珍细致说起她在社
区工作的先进事迹，向黄凤珍为服务群
众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黄凤珍感谢
党的培养，表示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
余热、服务百姓。烈士遗属谢晓慧的父
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公公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因过度劳累病重去世。张
国清认真观看烈士留下的珍贵照片，与
谢晓慧夫妇一起回顾先辈们的革命经
历。张国清说，我们缅怀先辈，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深切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
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来之不易。伤残军人李钟旋今年
91岁，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
多次负伤。在李钟旋家，张国清认真
地为他佩戴好“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并坐在李钟旋身边，倾听他讲述战

斗经历和 70 多年前他入党时的情景。
一次次战斗、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负
伤，李钟旋和战友们敢于斗争、不怕牺
牲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每个人。张国清
说，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要求，关心照顾好老党员老战
士，让他们健康快乐生活。要收集整理
好老党员老战士革命事迹，传承发扬他
们的斗争精神，教育引导好下一代，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新
业绩，共庆党的百年华诞。

省委常委陆治原、王健参加走访
慰问。

刘宁登门看望了家住抚顺市顺城区
东华园社区的安业兴老人。安老1950年
入党，今年已经92岁，先后参加过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下转第二版）

张国清刘宁周波等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按照
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近日，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宁在阜新市彰武县为基层
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从党带领人民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汲取经验、智慧
和力量，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
奋力开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前，刘宁来到彰武县阿尔乡董

福财精神党性教育基地，详细了解历
代彰武治沙人矢志不渝繁育林海、执
着坚守锁住“沙龙”的奋斗历程；在章
古台镇省防沙治沙造林研究所，刘宁
走进万亩松林，实地察看樟子松种植、
林草长势。他说，以刘斌、董福财为代
表的几代彰武治沙人，尊重自然、科学
治沙，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创造了沙地
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筑起了不可逾越
的绿色屏障，守住了辽宁中部城市群
的生态安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

们要把“彰武治沙精神”融入到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随后，刘宁来到彰武治沙精神干
部学校为阜新市及彰武县基层党员
干部代表讲授党课，围绕深入学习党
的生态文明建设史，加快推动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从政治高度、历史维
度、理论深度、时代角度，系统阐述了
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伟
大功绩。（下转第二版）

刘宁在阜新市彰武县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奋力开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按
照省政协党史学习教育安排，6 月
25 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
以“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
和集中统一”为主题，为省政协机关
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部分在沈的
省政协中共党员委员参加。

周波从充分认识保证党的团结
和集中统一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
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政治内
涵，自觉落实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的实践要求三个方面，充分阐释了
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对于党完
成各个时期历史使命的重要作用，

并结合政协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
周波强调，要通过党史学习教

育，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
团结和集中统一从外部要求转化
为内在主动，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
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
决响应，（下转第二版）

周波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
旗帜鲜明讲政治 聚焦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6月
2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
组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会议和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
署省政府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党史学习教育
正在向纵深推进，各地各部门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

组织开展好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
式多样的专题学习，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
促振兴”实践活动，努力创造不负革
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
新业绩。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
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营
造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浓厚氛
围，凝聚起加快推进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强大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实施意
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
委工作要求，（下转第二版）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刘宁主持

详见八版▶

“证照分离”改革
下月起覆盖全省

我省实施高校农村学生
招生专项计划

详见十四版▶

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砥柱人间是此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7 月
1 日上午 8 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
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全国各
级广播电视主频道、主频率，各新闻
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将隆重举行

详见六版、七版▶

6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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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丁 林 摄

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详见三版▶


